
 

 

关于举办 2017 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院校校长办公室： 

为在大学生中倡导学习统计、应用统计的良好氛围，适应大数据

时代的高校统计人才的培养要求，提高大学生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

运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能力，加强创新思维意识，协助解决社会实际

问题，中国统计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国务院学位办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中国数学会概率统计学会、中国卫生信息学会、

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联合举办 2017 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统

计建模大赛。本次大赛由江西财经大学协助承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大赛目的及意义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是面向全国高等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

的统计应用活动，目的在于激励广大学生学习统计、应用统计的积极

性，提高运用统计方法、建立统计模型、运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提高市场调查设计方案、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

的能力，激励学生利用各种统计分析方法对批量数据建立统计模型和

探索处理的过程，用于揭示批量数据背后的信息。 

二、参赛论文选题的范围和要求 

本次大赛论文选题分为“统计建模类”、“市场调查分析类”、“大

数据工程类”三类，参赛者需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为参赛



 

 

论文选取具体名称（选题具体要求见附件 1）。 

本次大赛分别设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建议本科生组多关注一些

更为实际、具体的问题，研究生组多关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一

定研究深度的问题。 

本次大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论文撰写阶段，参赛者须在

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2017 年 6 月 30 日）按照赛会要求提交参赛论

文，大赛执委会以匿名评审的方式进行评审。“统计建模类”论文以

选题的有效性、假设的合理性、建模的创造性、结果的正确性和表述

的清晰性为主要标准。“市场调查分析类”论文以选题的实效性、方

案的合理性、分析的科学性、结论的价值性和表述的清晰性为主要标

准。“大数据工程类”论文以统计模型和探索处理过程的合理性，批

量数据背后的信息准确性挖掘为主要标准。第二阶段为论文答辩阶段

及应用考核阶段，入选参赛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对所做参赛论

文进行自述、并回答答辩专家的提问，以考核参赛论文的原创性、合

理性和正确性，参加第二阶段论文答辩的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参赛者须公开数据来源，提交原始数据包和数据分析程序。大赛

要求参赛者提交承诺书，承诺参赛论文是在赛期（2017 年 5 月 10 日

至 6 月 30 日之间）由所有参赛队员共同参与原创的。大赛执委会将

对参赛论文进行查重。大赛要求参赛论文使用正版统计分析软件。 

三、参赛人员资格及要求 

各有关高等院校全日制在读本科生、研究生均可报名，专业不限。

本次大赛分别设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每队 3 人，由参赛者自由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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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科生组是指 3 位选手都是本科生的参赛组；研究生组是指选

手中包含有研究生的参赛队。每名参赛队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一个

类别，不得兼项。 

报名以学校为单位，不接受个别参赛队直接报名。每个学校每个

类别限报 20 支队。请各参赛单位积极组织好本单位本科生和研究生

组队参赛，每个学校须指定专人负责审核大学生报名资格并在报名表

上加盖公章，登录大赛报名系统进行注册，提交符合条件的参赛论文，

通过参赛人员资格审核后将自动生成本团队的参赛队号，凭此参赛队

号可进行大赛进程查询。报名参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四、论文要求 

为了统一论文规范，方便赛后资料的归档，现对提交大赛的参赛

论文提出统一规范要求（详见附件 2）。 

为了保证评审质量，提请参赛研究生注意摘要一定要将论文创新

点、主要想法、做法、结果、分析结论表达清楚。 

参赛论文首页为编号页（见附件 3），只包含队号、队员姓名、

学校名等信息，第二页起为摘要页和正文页。参赛队有关信息不得出

现于首页以外的任何一页，包括摘要页，否则视为违规，取消参赛资

格。 

五、提交形式 

本次大赛通过网上报名的方式提交论文，报名登陆系统将于近期

在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官网 http://www.sescn.org.cn 上公布，请各参赛

队伍按照参赛论文提交要求（见报名系统）在 6 月 30 日 18：00 之前

http://www.sesc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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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论文，18:00 之后论文提交系统将会自动关闭。在提交论文期间，

大赛组委会尽可能保障网站的畅通。为避免论文提交截止日集中提交

而造成的网络拥堵，请各参赛队伍注意合理安排时间，提前进行填报。 

本次大赛同时还须提交一份纸质论文（双面打印），以及提交经

盖章的报名表（见附件 4）、亲笔签字的承诺书（附件 5），通过 EMS

寄出。以上材料请于 6 月 30 日之前寄出，以邮戳时间为准，逾期恕

不受理。 

请各参赛单位安排专人作为联系人，负责本单位的组织参赛工作，

为了保持与承办单位的交流咨询，请各参赛单位联系人务必加入

“2017年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联系人QQ群”（群 1：384418532，

群 2：610805906）。 

报名及流程咨询电话：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0791-83817408 

大赛内容咨询电话：中国统计教育学会秘书处，010-63376265，

63375478。 

纸质论文、报名表及承诺书邮寄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昌北经济技

术开发区双港东大街 169 号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邮政编码：330013 

收件人：顾勇，联系电话：0791-83817408 

六、奖项设置 

大赛奖项设置按照三个类别分别设置： 

每个类别各一等奖不超过 10 名，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40 名，

各类别获得前 15 名参赛队将受邀参加第二阶段现场答辩和颁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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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二、三等奖的获奖证书通过邮寄的方式发放；第二阶段主要是参赛

论文现场答辩、成果交流大会和获奖队伍的颁奖仪式（具体时间和地

点另行通知）。大赛执委会负责在中国统计教育学会网站上公示获奖

论文，发布大赛结果，颁发获奖证书和奖杯，对优秀论文向中国知网

推荐刊登，向统计学术期刊推荐使用。其中，本科生组获奖证书由中

国统计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

盖章，研究生组获奖证书由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国务院学位办全国应

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共同盖章。针对获奖情况，部

分获奖者将有机会获得知名专家的能力推荐信和知名企业的实习工

作锻炼机会。 

为帮助参赛选手了解统计建模有关情况，中国统计教育学会网站

http://www.sescn.org.cn/开设了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专题网页，

大赛将在学会网站上陆续提供报名系统端口、参赛培训资料等，包括

统计建模相关信息、统计建模系列教学片、历届统计建模获奖论文、

统计建模资料推荐等栏目，供参考。有关大赛进一步的信息可咨询统

计建模大赛执行委员会办公室。 

主办单位：中国统计教育学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办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中国数学会概率统计学会、中国卫生

信息学会、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 

联系人：孙慧、苏嘉欣    电话：010-63376265、63375478 

承办协助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联系人：顾勇    电话：0791-83817408 

七、其他事项 

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本通知未尽事宜请联系

大赛执委会。 

附件 1：选题具体要求 

附件 2：论文要求及正文格式规范 

附件 3：竞赛论文首页 

附件 4：2017 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报名表 

附件 5：承诺书 

 

 

中国统计教育学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务院学位办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二○一七年五月十日 

 

 

 

抄送：各有关高等院校教务处、学生处、研究生院、统计学院（系）

及相关专业部门 



 

 

附件 1：选题具体要求 

选题具体要求 

本次参赛论文分为“统计建模类”、“市场调查分析类”和“大数

据工程类”。“统计建模类”大赛旨在揭示批量数据背后的因素，诠释

社会经济现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预测或判断。“市场调查分析

类”大赛在于分析市场情况，了解市场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为市场预

测和营销决策提供客观的、正确的资料。“数据工程类”大赛旨在通

过大赛构建良好的资源共享平台，促进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战略新兴产

业的融合，促进大数据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统计建模类”选题可以是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经济、贸易、

金融、生态、人口、交通、能源、城市化、农业、生物、医药、卫生

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本次大赛建议以“新经济”和“大数据”作为关

键词考虑选题。由参赛者自行搜集数据，提出问题和假设条件，建立

模型，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模型求解，阐明主要结

论及意义，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与检验，讨论模型的优缺点和改进方向。 

“市场调查分析类”选题是为了结合社会的热点、企业的需求和

个人的关注方向，由参赛者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调查方案，通

过调查问卷收集所需数据，针对所提出的问题分析数据，给出解决问

题的对策和建议。本届大赛提倡学生走出校园，直接面对社会中实际

存在的各种现象、问题，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调查、服务社会。尤其

欢迎来自社会单位委托的各种调查课题。学会网站上也会陆续提供一



 

 

些市场调查公司等单位提供的实际问题，作为选题推荐。 

“大数据工程类”选题是根据公司、企业和科研院所等方面在生

产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经过适当简化加工提炼出所需解决

的问题，要求参赛者能够利用相关的软件从网页中爬取所需的数据，

通过统计模型运用进行数据分析（特别是文本数据）的处理，从批量

的数据中挖掘有效信息建立统计模型解决实际问题，要求参赛者对相

关领域背景问题能够足够的理解、能够做到模型评价的客观性、创新

性和准确性。



 

 

附件 2：论文要求及正文格式规范 

 

论文要求及正文格式规范 

1、论文要求包括目录、表格和插图清单、摘要、论文主体、结

论和建议、参考目录、附录，共八个部分。 

（1）目录 

有助于评委和读者找到所需的信息。 

（2）表格和插图清单 

将调查结果用图表之类可视化形式来表示，同时也便于与其他来

源的数据资料进行比较，给出目录方便读者查询。 

（3）摘要和关键词 

摘要是论文要点的摘录，是论文要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一篇完整

的陈述性短文，具有自含性和独立性，能独立于论文使用和被引用，

应含有论文全文的主要信息，突出新见解或创新性或突出创造性成果。

摘要中一般不用图、表、化学结构式、计算机程序，不用非通用的符

号、术语和非法定的计量单位。应有 3 至 5 个关键词，另起一行置于

摘要下方。涉及的内容、领域从大到小排列，便于文献编目与查询。

研究生参赛论文应有与中文摘要和关键词相对应的英文摘要和关键

词。英语摘要应用词准确，使用本学科通用的词汇；摘要中主语（作

用）常常省略，因而一般使用被动语态；应使用正确的时态，并要注

意主、谓语的一致，必要的冠词不能省略。摘要的内容应包含以下基

本要素： 



 

 

①目的——研究、调查等的前提、目的和任务以及所涉及的主题

范围。 

②方法——所用原理、理论、条件、对象、手段、程序等。 

③结果——研究的、调查的、实验的、观察的结果、数据，被确

定的关系，得到的效果、性能等。 

④结论——结果的分析、研究、比较、评价、应用；提出的问题，

今后的课题，建议，预测等。 

⑤其他——不属于研究、研制、调查的主要目的，但就其结论和

情报价值而言也很重要的信息。 

（4）论文主体 

论文的主体需分成若干章节。正文应包括问题描述、指标选择、

数据描述、模型建立、求解和检验、模型结果分析解释等内容。 

论文主体中应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与本次统计建模（或调查）有

关的概念及重要定义、统计建模（或调查）使用的方法的说明、统计

建模（或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数据汇总、统计建模（或调查）数据质

量的说明、调查结果等。各章节主题要突出，标题应大致对称，内容

之间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关系，各部分篇幅长短不宜悬殊太大，章节标

题也不宜太长，语言尽可能简介明了。 

（5）结论和建议 

结论和建议要来自本队的统计建模（或调查）数据及对数据的分

析，而不是从其他文献或资料中参考得出。经过对研究对象（调查分

析）的综合分析研究，归纳出若干有机联系的结论，并对本研究成果



 

 

的意义、推广应用的现实性或可能性和进一步的发展等加以探讨和论

述。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 

（6）参考书目 

所有的参考文献都应该清楚地表明。 

（7）附录 

附录是正文主体的补充说明，要对论文主体所没有涉及的调查专

题以及所用的调查方法、统计软件、数据处理方法等一些在正文中没

有涉及的进行补充说明尤其是本次调研的方案、问卷涉及等信息。以

免正文过于冗长。 

（8）致谢 

对在完成本次大赛过程中给予指导和帮助的导师、校内外专家、

实验技术人员、同学、课题资助者等表示感谢。内容应简洁明了、实

事求是。 

2、数据包 

数据包需以单个文档或单个压缩包与电子版参赛论文同时提交。

数据包中应包括所收集、使用的数据，收集过程或数据出处，以及数

据分析程序。 

3、论文字数及排版格式要求 

（1）参赛论文主体字数在 10000 字左右，正负最好不要超过 1000

字。 

（2）除标题页外，不要在其他页直接出现学校及参赛队的信息。 

（3）报告一律采用 WORD 文档，A4 纸排版、打印、装订。装订



 

 

顺序为：封面、扉页、中文目录、中文摘要（含关键词）、英文摘要

（含关键词）、前言（或引言）、论文正文、参考文献、附录。其中封

面内容均须打印,不得手写。 

（4）目录应由论文的篇、章、节、条、款以及附录题录等的序

号、题名和页码组成。正文页码单独编列，其页码从正文第一页开始

编写。 

（5）标题和正文：论文正文总标题宋体三号字加粗，单行间距，

段前、段后选择自动间距；论文中一级标题采用黑体小三号字；二级

标题黑体四号字；其他标题及正文均用宋体四号字。摘要、参考文献

等名称均用黑体四号字，内容为宋体小四号字。行间距 1.25 倍，段

前间距 0.5 行。文中图表标题用宋体小四号字，表格内文字一般用宋

体小四号字或五号字，单行间距。忌用异体字、复合字及一切不规范

的简化字，除非必要，不使用繁体字。 

（6）学位论文各页均加页眉，奇数页眉为章节标题；偶数页眉

为论文题目。 

（7）页面设置及版面要求：文章一律按 A4 纸排版。页边距采用

WORD 系统默认边距，即：上下边距为 2.54 厘米，左右边距为 3.17

厘米。 

（8）论文主体内容要简洁、明确，层次不宜过多，层次序号为：

一、；（一）；1.；①。 

（9）数字用法：凡是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各

种记数、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农历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



 

 

并用圆括号加注公元纪年；邻近的两个数字并列连用以表示的概数，

采用汉字。 

（10）文中图表等：文中的图表、附录、参考文献、公示一律采

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如图 1，表 1，附注 1，公示（1）。图序及

图题置于图的下方居中，表序及表题置于表的上方居中，图序和图题

之间、表序和表题之间空两格。论文中的公式编号用圆括号括起来写

在右边行末，其间不加虚线。 

（11）参考文献：对引文作者、出处、版本等详细情况的注明。 

 



 

 

附件 3：大赛论文首页（正式论文请删除） 

参赛密码  
  （由组委会填写） 

 

 

 

 

2017 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 

 

 

 

 

学校 

 

 

参赛队号 

 

 

队员姓名 

1.  

2.  

3.  

 

 

 



 

 

附件 4： 

2017 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报名表 

组别①：  类别②： 参赛队号③： 

参赛单位  

参赛者 

信息 

姓 名 所在院系 年级 

   

   

   

指导教师④ 
姓 名 所在院系 职称/职务 手机 

    

团队联系人 

姓 名  手机  

E-mail  邮编  

通讯地址  

单位意见 

 

（参赛者单位盖章⑤）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①组别：此处请填写“本科生组”、“研究生组”选项； 

②论文类别：此处请填写“统计建模类”、“市场调查分析类”、“数据工程类”选项； 

③报名成功时，网站系统自动生成； 

④指导教师：如没有指导教师，本栏可空； 

⑤参赛单位盖章：可以是各有关高等高校教务处、学生处、研究生院、院级学院（系）及相

关专业部门，均有效。



 

 

附件 5：承诺书 

承诺书 

我们报送参加 2017 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的论

文题目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申明，所报送论文是我们于本届大赛赛期（2017 年 5 月至

6 月底）期间原创构思并创作，不涉及他人的著作权。 

我们理解，抄袭别人的成果是违反比赛规则的，如果引用别人的

成果或其他公开的资料（包括网上查到的资料），必须注明其来源。 

我们承诺使用正版软件。 

我们郑重承诺，遵守比赛规则，以保证比赛的公正、公平性。如

有违反比赛规则的行为，我们愿意接受赛会的处理。 

 

参赛队员（亲笔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