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数据科学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蒙纳士大学推出了全新的应
用数据科学学士学位课程和应用数据科学（荣
誉）学士学位课程。

对大数据集进行研究和分析，正在从各个方面对
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全新的应用数据科学课程，旨在应对海量数
据给学术研究，各行各业和社会生活带来的诸多
挑战。

在蒙纳士大学更广泛的跨院系数据科学计划中，
这些新课程构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

数据科学是技术领域最热门的主题之一，也是一
个对人才需求量很大的领域，但在全球范围内具
备相关资质而又技能娴熟的数据科学家仍然十分
匮乏。

我们世界一流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环境将为学生提
供全球认可的教育和技能，为学生进入数据科学
领域大展宏图奠定坚实的基础。

Jordan Nash教授 
理学院院长

数据科学旨在帮助组织机构从收集的海量数据中
挖掘出深刻的洞见。包括传媒、娱乐、专业服务和
金融在内的各行各业都有海量数据可供挖掘。

数据科学作为一个驱动进一步创新的学科领域，
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数据科学专业的毕业生
在各行各业和政府部门都非常抢手。

蒙纳士大学采用跨学科方式培养数据科学人才，
确保学生成为兼具数字技术和特定领域技能的复
合型人才，找到梦寐以求的工作。

我们欢迎大家报读蒙纳士大学，师从亚太地区众
多高校中阵容最强大的数据科学家团队，为进入
这个激动人心的新兴前沿领域做好充分准备。

Ann Nicholson教授 
信息技术学院临时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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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划

“在这个数据主导的时代，任何人的一举一
动都会留下数字化的行踪轨迹。企业想要
占得先机，就必须能够挖掘这些千头万绪
的庞大数据集，以便围绕如何设计产品、寻
找市场、支持客户和员工，以及完成销售做
出更好的决策，因此就需要数据科学家。” 

—— 福布斯

顺利完成学位课程后，毕业生可从事的职业包
括：

 ■ 数据架构师

 ■ 数据挖掘工程师

 ■ 数据科学家

 ■ 商业情报分析师

 ■ 定量分析师

可就业的行业包括：

 ■ 银行、金融与保险

 ■ 生物技术与制药

 ■ 网络安全

 ■ 数字人文 

 ■ 能源、自然资源与公用事业  

 ■ 工程与机器人技术

 ■ 市场营销

 ■ 机器人技术

 ■ 体育运动 

 ■ 城市规划与交通



应用数据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如果您对掌握大数据并帮助他人
理解大数据感兴趣，选择这个课
程非常适合。通过这一课程的学
习，您将掌握解决各种问题所需
的技能。

这个专业课程将培养您处理数据挑战的技术能
力。

根据所选的专业方向，您可以发挥自己对于物理
科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商业或工程的热
情。您还将通过小组和个人项目，将信息技术和
数学领域的关键技能融会贯通，并将它们应用到
实际项目中。

先修科目

VCE

英语：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课程第3
和4单元：学习成绩至少达到英语
（EAL）成绩30，或英语（除EAL外）
成绩25。

数学：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课程第3
和4单元：学习成绩至少达到数学方
法（任何一门）成绩或专业数学成绩
25。

IB

英语：学习成绩至少达到英语SL成绩
4或英语HL成绩3，或者英语B SL成
绩5或英语B HL成绩4。

数学：学习成绩至少达到数学SL成绩
4或数学HL成绩3，或者进阶数学HL
成绩3。

VTAC科目调整奖励分数

学习以下12年级理科科目中至少一门
的学生可以获得奖励分数：算法
（HESS）、生物、化学、环境科学或
物理学。ATAR总分可以借助奖励分
数提升排名和录取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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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据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1年级 
第1学期

ADS1001 
数据挑战1

MAT1830 
计算机科学离散数学

MTH1020 
变化分析或 
MTH1030建模技术或 
MTH1035建模技术（高级）

应用研究*

第2学期 ADS1002 
数据挑战2

FIT1045 
算法和python编程基础

MTH1030  
建模技术或 
MTH1035数学建模（高级）或 
MTH2010多元微积分或 
MTH多元微积分（高级）

应用研究*

2年级 
第1学期

ADS2001  
数据挑战3

FIT1008  
计算机科学导论

MTH2019  
数据科学多元数学或MTH2021线性代
数及其应用或MTH2025线性代数（高
级）

应用研究*

第2学期 ADS2002  
数据挑战4

FIT2086  
数据分析建模

MTH2222  
不确定性数学或MTH2051计算数学导
论 应用研究*

3年级 
第1学期

FIT3154  
高级数据分析

FIT3181 
应用深度学习

MTH3241  
科学和工程中的随机过程或
MTH3320计算线性代数 选修科目

第2学期 ADS3001  
高级数据挑战（12学分）

MTH3330  
优化和运筹学 选修科目

课程结构

A 数据挑战

B 数据科学技术

C
应用研究（解剖学与发育生物学、应用数学与统计数学、天文学、生物化学科学、生物科学与遗传学。商业分析、商业信息系统、化学、计算机系统工

程、犯罪与社会、网络安全、数字人文学。离散数学、毒品与社会：药理学导论、地球与大气科学、地理学与环境、交互式媒体、微生物世界导论、分子

与细胞生物学导论、生理学导论、语言与社会、营销科学。移动应用程序开发、物理学、社会研究与软件开发。）*

D 选修科目



高级应用数据科学（荣誉） 
学士学位课程

这一高级学位课程适合对数据科
学充满热忱的学生。

为期四年的专业课程会将信息技术和数学领域的
研究，融汇于一系列跨学科的问题解决挑战中。

对大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能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
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这个学位课程的学习，您
将掌握解决各种问题所需的技能。

根据所选的专业方向，您可以发挥自己对于物理
科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商业或工程的热
情。您还将通过小组和个人项目，将信息技术和数
学领域的关键技能融会贯通，并将它们应用到实
际项目中。

先修科目

VCE

英语：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课程第3
和4单元：学习成绩至少达到英语
（EAL）成绩30，或英语（除EAL外）
成绩25。

数学：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课程第3
和4单元：学习成绩至少达到数学方
法（任何一门）或专业数学成绩30。

IB

英语：学习成绩至少达到英语SL成绩
4或英语HL成绩3，或者英语B SL成
绩5或英语B HL成绩4。

数学：学习成绩至少达到数学SL成绩
5或数学HL成绩4，或者进阶数学HL
成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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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据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1年级 
第1学期

ADS1001 
数据挑战1

MAT1830 
计算机科学离散数学

MTH1020 
变化分析或MTH1030建模技术 
或MTH1035建模技术（高级） 应用研究*

第2学期 ADS1002 
数据挑战2

FIT1045 
算法和python编程基础

MTH1030  
建模技术或MTH2040数学建模 应用研究*

2年级 
第1学期

ADS2001  
数据挑战3

FIT1008  
计算机科学导论

MTH2021  
线性代数及其应用或MTH2222不确定性数
学

应用研究*

第2学期 ADS2002  
数据挑战4

FIT2086  
数据分析建模

MTH2051  
计算数学导论 应用研究*

3年级 
第1学期

FIT3154  
高级数据分析

FIT3181 
应用深度学习

MTH3241  
科学和工程中的随机过程或MTH3320计算
线性代数 选修科目

第2学期 ADS3001  
高级数据挑战（12学分）

MTH3330  
优化和运筹学 选修科目

4年级 
第1学期

ADS4001  
研究方法

ADS4010  
数据科学前沿

选修科目 选修科目

4年级 
第1学期 ADS4100 行业研究项目（24学分）

A 数据挑战

B 数据科学技术

C
应用研究（解剖学与发育生物学、应用数学与统计数学、天文学、生物化学科学、生物科学与遗传学。商业分析、商业信息系统、化学、计算机系统工

程、犯罪与社会、网络安全、数字人文学。离散数学、毒品与社会：药理学导论、地球与大气科学、地理学与环境、交互式媒体、微生物世界导论、分子

与细胞生物学导论、生理学导论、语言与社会、营销科学。移动应用程序开发、物理学、社会研究与软件开发。）*

D 高级实践

E 选修科目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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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sh.edu

课程查询 monash.edu/study

国际学生 monash.edu/study/international

奖学金 monash.edu/scholarships

校外学习 monash.edu/offcampus

蒙纳士大学YouTube主页 youtube.com/monashunivideo

学生相关信息咨询

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民及新西兰公民  
电话：1800 MONASH (666 274)  
电邮：future@monash.edu monash.edu/study/contact

国际学生澳大利亚免费电话  
电话：1800 181 838  
电话：+61 3 9903 4788（澳大利亚境外） 
电邮：study@monash.edu

微信公众号：MonashUniAus

优酷：Monash 蒙纳士大学

理学院网页 monash.edu/science

蒙纳士大学理学院Twitter账号 @Monash_Science

蒙纳士大学理学院Instagram账号 @monashscience

蒙纳士大学理学院Facebook账号 @MonashUniScience

蒙纳士大学理学院YouTube主页 youtube.com/ScienceMonash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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