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高等院校数据挖掘教学创新研讨会
为推广高等院校数据挖掘应用创新， 增强校企产学研交流合作和信息共卒， 提升高等院校的教学和科研

创新能力， 决定于2017年8月10日在武阳召开商等院校数据挖掘应用创新研时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为：

1) 2017年数据挖掘挑战赛赛题评讲及优秀作品展示：2）大数据形势下向校大数据挖掘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与对策。 同时， 为了给一11以来指导学生参加数据挖掘竞赛的老y,ji们挺供新的指导，l,!j、路、 培养高出水平的数

据挖掘挑战班教练员， 决定于2017年8月11口 一2017年8 JJ 12门举行教练员培训。

一、 参加人员

向校数学娃棋、 数据挖掘相关教学研究负贡人及专东学占：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数据挖掘从业人抖。

二、 会议事项

l. 征集报竹主题： 企业数据挖掘应用及创新经验分享；大数据形势下高校大数据挖掘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与对策。

2. 拟到时间：2017年8月09日11: 00-20: 0。在负阳市汇融国际大酒店报到。

3. 报到地点：汇融｜叫际大洞店（乘车路线见附件→ 〉

4. 会议／培训地点：jJl州省贵阳市贵州师范学院。

5. 住房标准： 【汇副！国际大酒店】288元每fflJ （含早餐〉。

6. 相关费用： 收取会务费800元／人／天：食相统一 安排， 与会代表差旅费、 食宿货白理。 比18月份为贵

州旅游旺季， 为确保酒店的预订， 鼓励各与会代表提前缴纳会务费， 如7月20前缴纳， 则收取会务费

600元／人／夭。 请老师根据自身悄况地拌具体与会天数及时间， 并在国执表中填写泊楚。 （教练员培训

课程去tlF及讲师介绍详见附件二）

7. 收款账户信息：

帐户：广州｜泰itl!智能科技有限公j";J

)l）飞 行：中国工商制行广州花城支行

开户账号：3602028509201663221

发票：培训费／会议贺， 由广州泰ifil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出

8. 请参会代表填写参会回执（见附件三〉， 于2017年7月25门前迎过E-mai］发送到指定！Iii！箱。

三、 主办、 承办及协办单位

主办： 员州省数学学会

承办：广州泰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 贵州师范学院

四、 组委会联系方式

张卢
1
0佳 『U话：l8682289783 ，，，日箱： ；；：hangshangj i a@ti pdm. com 

广州｜若草地有能科技有限公司

飞7 算 5月22 a1 

＼、＿＿.／



 

附件一：乘车路线 

线路一：贵阳龙洞堡机场出发 

1. 贵阳龙洞堡机场公交线路：从贵阳龙洞堡机场步行约 460 米到达公交龙洞堡机场站乘坐 258路公交至

南方汇通工业园站下车，前行 220米到达酒店。预计耗时 1小时 25分钟。 

2. 贵阳龙洞堡机场打车线路：约 30分钟，人民币 40元。 

线路二：贵阳北高铁站出发 

1. 贵阳北高铁站公交线路：从贵阳北高铁站到达公交贵阳北站乘坐 K56路公交至贵州师范学院站下车，

步行 800 米到达酒店。预计耗时 1小时 26分钟。 

2. 贵阳北高铁站打车线路：约 35分钟，人民币 45元。 

线路三：贵阳火车站 

1. 贵阳火车站公交线路：从贵阳火车站到达公交火车站乘坐 17/24路公交 8站至贵开路站下车，换车公

交 56路，乘坐 20站至南方汇通工业园站下车，前行 220 米到达酒店。预计耗时 1小时 19分钟。 

2. 贵阳北高铁站打车线路：约 38分钟，人民币 45元。 

  



附件二 

培训内容 

日期 课程内容 讲师 时间 地点 

8月

25日 

R 与数据挖掘 

1.R基础介绍 

2.数据读写 

3.常用数据管理 

4.R控制流、分支循环 

5.R函数自定义 

6.R正则表达式 

7.R基础统计分析 

8.R基础绘图 

9.R高级绘图 

张  敏 08:00-10:00 
宁静楼 152

教室 

Python 与数据挖掘 

1.Python介绍 

2.基础数据类型、结构 

3.常用数据管理 

4.文件读写： 

打开文件、创建文件、数据文件读取、读大

文件 

5.Python数据挖掘常用模块：Numpy、

Pandas、Scipy 

6.Python机器学习库：Scikit－learn 

7.Python特征工程与算法 

张  敏 10:10-12:00 
宁静楼 152

教室 

数据挖掘常用算法及编程实现 

1.分类与预测 

2.聚类分析 

张  敏 13:30-17:00 
宁静楼 152

教室 



3.关联规则 

4.智能推荐 

5.神经网络 

6.深度学习 

8月

26日 

企业案例实战一：用户付费行为深度挖掘实

战 

1.关联规则算法基本原理 

2.关联规则的 R语言实现 

3、案例：对用户购买物品进行关联分析 

4、智能推荐模型构建及评估 

5.案例：对用户物品购买进行智能推荐 

6.网络图的基本概念 

7.网络图的 R语言实现 

8.案例：对玩家关系进行社会网络分析 

9.案例：利用社会网络的聚类分析对用户物

品购买进行分析 

谢佳标 8:00-12:00 
宁静楼 152

教室 

企业案例实战二：用户分群实战 

1.RFM模型的研究背景及原理 

2.案例：付费用户 RFM模型研究 

3.RFM模型的不足及改进 

4.常用聚类分析的基本原理 

5.聚类分析的 R语言实现 

6.综合案例：航空公司用户分群 

谢佳标 13:30-16:20 
宁静楼 152

教室 

答疑、与会教师交流 － 16:30-17:00 
宁静楼 152

教室 

 

 

 



 

讲师团队介绍 

 

谢佳标 
    职位：广州泰迪特邀讲师、高级数据分析师、高级讲师 

 微软中国 MVP，多届中国 R 语言大会演讲嘉宾，目前在创梦天地担任

高级数据分析师一职，作为创梦天地数据挖掘组的负责人，带领团队对

游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 主要利用 R 语言进行大数据的挖掘和可视化

工作。 

 从事数据挖掘建模工作已有 9 年，曾经从事过咨询、电商、电购、电

力、游戏等行业，了解不同领域的数据特点。有丰富的利用 R 语言进行

数据挖掘实战经验。 

 合著《R 语言与数据挖掘》及《数据实践之美》等书籍，均在京东有

卖。此外《R 语言游戏数据分析与挖掘》即将出版。 

 培训过的精品课程有：《R 语言十三式》、《R 语言快速入门》、《R
语言文本挖掘快速入门》等。 

 

    张敏 
    职位：广州泰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数据分析师、培训总监 

 从事用户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数据挖掘理论及实

践培训经验，对数据具有较高的敏感度，根据数据对其进行全面的统计

分析。 

 精通 R、Python、Matlab 等多种数据挖掘工具。 

 擅长市场发展情况监控、精确营销方面的数据挖掘工作。 

 有为南方电网、轩辕网络等大型企业长期提供实施服务的经验，主导了

电子商务网站用户行为分析及网页智能推荐服务、中医证型关联规则挖

掘、电信业务话单量预测、航空公司客户价值分析等多个项目。 

 2017 年“泰迪杯数据挖掘挑战赛教练员培训”主讲讲师。 

 先后负责过广西师范学院、广西科技大学、闽江学院、广东石油化工学

院、上海健康医学院等高校实训课程及德生科技等企业内训和数据挖掘

就业班的课程。 



附件三：回执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与会

天数 
与会时间 

是否

住宿 
住宿酒店 

单人房或双

人房 
住宿天数 

联系方式 开票内容（会

议费/培训费） 

 

手机 邮箱 

            

            

            

            

 

备注： 

1.  请老师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具体与会天数及时间，并在回执表中填写清楚。 

2.  请参加教练员培训的老师自备电脑。 

3.  会议现场提供纸质版会议通知。 

4.  如有论文报告，请附上论文题目及摘要。 

5. 请各校自行确定参会人员，并于 2017年 8 月 10日前将报名回执表同时发送到如下电子邮箱： 

张尚佳    邮箱：zhangshangjia@tipdm.com     电话：18682289783 

mailto:zhangshangjia@tipd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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