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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courses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mathematics and an important data analysis tool for students to solve problems.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not only has strong theoretical logic, but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for students in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material and my own teaching practice, we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curriculum reform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course teaching model to explore. We hop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promot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study of other specialized courses and
the writing of graduation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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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元统计分析是数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之一，是学生解决问题的重要数据分析工具。多元统计分析既
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也具备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根据上海理工大学学生的专业特点，结合《应
用多元分析》[1] [2]教材以及本人的教学实践，从分析课程现状、促进教学优化改革和推进实际应用等
多个方面对多元统计分析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希望能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促进理论知识的实际
应用，也为学生后期其他专业课的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撰写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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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元统计分析是数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之一，是概率论、数理统计这两门课程的后续课程，是一
门理论性与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多元统计分析在经济、管理、金融、心理学、医学、体育等领域，都
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是重要的数据分析工具，是由理论教学转向应用教学的关键一环。
这门课程对于数学专业本科生来说，学习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不仅需要用到一些理论基础知识，包含大
量的逻辑推导，也要求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数据分析方法，并用 SPSS 或 SAS 等统计软件实现数据分析。
多元统计分析是面向应用数学专业、统计学专业和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主要探讨
多维随机向量统计规律的方法。多元统计分析课程讲授多元正态分布、多元正态总体的统计推断、判别
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对应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等内容。课程教学过程中涉及大量
的矩阵代数、概率论等理论知识，同时也需要学生掌握多种多维数据分析技术。本文将从多元统计分析
课程教学的现状出发，根据上海理工大学数学系本科生的专业特点，结合《应用多元分析》[1] [2]教材以
及本人的教学实践，从课时分配、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式优化、考核方式优化和课程从理论学习转化
为实际应用五个方面，分析上海理工大学多元统计分析课程现状，并提出教学优化改革的方向，希望能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促进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也为学生后期其他专业课的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撰写奠
定坚实的基础。

2. 课时分配的优化
目前，上海理工大学在教学学时的分配上略显不足，多元统计分析作为本科生专业考查课，课程仅
32 学时。多元统计分析教材一共十个章节(其中第一章为矩阵代数，不需要教学)，以目前的课时分配，
只能勉强完成第二章至第八章的理论教学。课时量的紧张，导致教学过程中都是以理论教学为主，无法
实现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兼顾。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计划采取以下措施：1) 积极向学院申请增加多元统
计分析课程的课时量，目前正在申请将多元统计分析的学时增加至 48 学时，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教
材十个章节的理论学习；2) 计划增开一门多元统计分析上机实践课程，加强对实验教学环节的重视，计
DOI: 10.12677/ae.2020.102032

191

教育进展

张晶晶

划申请 12 学时的多元统计分析上机实践学时，这样可以让同学们能充分熟悉软件的操作，顺利将理论方
法和知识用于实际情况。

3. 教学内容的优化
教学内容上，我们将做如下优化：1) 教学内容上需要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了兴趣，自然就会主
动地去研究探索。可以尝试在教学过程中穿插介绍多元统计分析的发展历史，一些著名统计学家的事迹，
以及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环境、医学、气象、考古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2) 可以采取递进式教学，先
复习矩阵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一些基础知识，再学习新的内容。在讲解多元正态分布及多元正态
总体的统计推断时，先是回顾一元正态分布及一元正态总体的统计推断，然后再推广到多元的情形，这
样便于学生温故而知新；3) 教学过程中需要强化统计软件的学习，实现理论教学和 SPSS 和 SAS 等统计
软件的结合。软件教学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将理论与实践
结合运用。在实际教学中，理论和统计软件需要同步教学，上机操作要由浅入深，先对书本上现有的例
题进行上机操作，加深学生的理解，之后再进一步协助学生选择一些实际应用问题，收集、整理数据和
资料，结合理论知识并利用统计软件进行模拟数据或实际数据分析。

4. 教学方式的优化
数学系本科专业课传统的教学模式是黑板加粉笔模式。而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发现，板书、
多媒体和统计软件三种教学工具相结合，多种教学方法配合的教学模式，更受大多数学生的欢迎。1) 在
介绍多元正态总体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的构造，以及介绍多元总体的统计推断原理时，有大量的数学推
导过程，此时宜采取板书教学，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2) 在介绍案例时，往往会涉及大量的数据、图表
和文字介绍，此时可以采取多媒体的形式给学生展示案例分析过程，通过电脑投影显示、动画模拟、计
算结果和图表的展示等，形成了全新的图文并茂、数形结合的教学环境；3) 在介绍统计软件的应用时，
可以组织学生统一去机房学习 SPSS 和 SAS 等统计软件的操作和编程，这种演示加练习型的教学，可以
激发学生们学习兴趣，大大提高运用统计软件处理实际数据的能力。

5. 考核方式的优化
在多元统计分析的课程教学改革中，考核方式和考试内容对老师的教导和学生的学习具有指挥棒的
作用。考试如何考和考什么会直接影响老师怎样教、教什么和学生怎样学、学什么。多元统计分析的课
程考核最终需要以实际应用为主要目的，不仅要注重理论思想、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理解记忆，还要
求学生应用各种统计软件计算出结果，并对结果做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在课程考核方式上，传统的方式
是闭卷考试。闭卷考试内容会比较偏重理论部分，而对于统计软件的操作和实际应用重视不够。因此，
我们改革了传统的单一闭卷考核制度，将闭卷考试、上机考试和撰写论文三种形式相结合，实现考核方
式的多元化，从整体上对学生的成绩给予全面综合的评价。1) 闭卷考试占总成绩的 50%，闭卷考试主要
考查学生对多元统计分析中各种理论知识和方法的熟练程度；2) 上机考试占总成绩的 30%，通过上机考
试的方式考查学生利用统计软件处理多元数据的熟练程度，以及对计算机输出结果进行准确地分析判断
和解释说明的统计能力和素养；3) 撰写论文占总成绩的 20%，撰写论文侧重于考查学生对多元统计方法
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通过这些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分别从知识、能力和素质等全方位进行
考核，注重考察学生理解能力、跨学科综合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6. 实现从理论学习转化为实际应用
多元统计分析的课程教学改革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仍然存在一定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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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作为一门理论与应用并重的专业课程，学习多元统计分析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将其应用于生产实践中
去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将理论方法紧密联系实际应用。1) 尝试在理论教学过程
中介绍学科的起源、发展、应用前景，以及为多元统计分析的发展作了突出贡献的统计学家们和其他科
学家们的事迹，从而激起学生的浓厚兴趣和学习积极性；2) 在理论教学过程中插入案例教学。多元统计
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发展，在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学者们发现多元分析是
处理分析数据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许多学者已经将它应用于气象、生物、经济和医学等许多领域。
我们在进行理论教学的同时，可以列举一些实际案例，模拟或再现科学领域或生活领域中的一些应用实
例，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把学生的思路代入实际案例中，让学生更好地学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同
时，也让学生们看到所学的理论知识可以解决哪些类型的实际问题，也可以激发学生得学习兴趣和热情，
引导学生主动分析，加深学生对理论方法的理解，力求让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3) 结合 SPSS、R、
SAS 和 MATLAB 等各种数学软件，通过模拟数据或实际数据的软件操作与运算，实现多元统计分析中
理论知识的可操作化，使学生能更快速地运用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4) 督促学生在学期末完成一篇
课程论文，选择一至两个生活中或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收集整理数据，再运用多元统计中的一些理
论方法，结合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获得结论，从而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7. 总结
综上所述，多元统计分析的课程教学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论学习和
实际应用的脱节。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增加课时量，优化丰富教学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配合
的教学模式，将闭卷考试、上机考试和撰写论文等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等多种教学改革手段，最终促进
课程从理论学习向实际应用顺利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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