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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数学起源于人类远古时期生产、 获取、 分配、 交易等活动中的计数、 观测、 丈量等需求，
并很早就成为研究天文、 航海、 力学的有力工具。 １７ 世纪以来， 物理学、 力学等学科的发展
和工业技术的崛起， 与数学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相互推动。 到 １９ 世纪， 已形成了分析、
几何、 数论和代数等分支， 概率已成为数学的研究对象， 形式逻辑也逐步数学化。 与此同时，
在天体力学、 弹性力学、 流体力学、 传热学、 电磁学和统计物理中， 数学成为不可缺少的定量
描述语言和定量研究工具。

２０ 世纪中，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体现了数学在整个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基础地位。
当代数学发展形成了三个主要特征： 数学内部各学科高度发展和相互之间不断交叉、 融合的趋
势； 数学在其他领域中空前广泛的渗透和应用； 数学与信息科学技术之间巨大的相互促进
作用。

数学与科学技术一直以来的密切联系， 在 ２０ 世纪中叶以后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 数学在高速飞行、 核武器设计、 火炮控制、 物资调运、 密码破译和军事运筹等
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并涌现了一批新的应用数学学科。 其后，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
和普及， 特别是数字化的发展， 使数学的应用范围更为广阔， 数学在几乎所有的学科和部门中
得到了应用， 已成为高技术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思想库。 另一方面， 数学在向外渗
透的过程中， 与其他学科交叉， 形成了诸如计算机科学、 系统科学、 模糊数学、 智能信息处
理、 金融数学、 生物数学、 经济数学以及近代物理中的前沿数学理论等一批新的交叉学科。

在 ２１ 世纪， 科学技术的突破日益依赖学科界限的打破和相互渗透， 学科交叉已成为科技
发展的显著特征和前沿趋势， 数学也不例外。 随着实验、 观测、 计算和模拟技术与手段的不断
进步， 数学作为定量研究的关键基础和有力工具， 在自然科学、 工程技术和社会经济等领域的
发展研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学科内涵

数学， 是以形式化、 严密化的逻辑推理方式， 研究客观世界中数量关系、 空间形式及其运
动、 变化， 以及更为一般的关系、 结构、 系统、 模式等逻辑上可能的形态及其变化、 扩展。 数
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逻辑推理， 包括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

由于数量关系、 空间形式及其变化是许多学科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 数学作为这些基本性
质的严密表现形式， 成为一种精确的科学语言， 成为许多学科的基础。 ２０ 世纪， 一方面， 出
现了一批新的数学学科分支， 创造出新的研究手段， 扩大了研究对象， 使学科呈现出抽象程度
越来越高、 分化越来越细的特点； 另一方面， 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 不同分支学科的数学思想
和方法相互交融渗透， 许多高度抽象的概念、 结构和理论， 不仅成为数学内部联系的纽带， 也



已越来越多地成为科学技术领域广泛适用的语言。
作为 ２０ 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科技成就之一，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本身， 也已充分展示了数

学成果对于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从计算机的发明直到它最新的进展， 数学都在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 同时， 在计算机的设计、 制造、 改进和使用过程中， 也向数学提出了大量带有挑战性的
问题， 推动着数学本身的发展。 计算机技术已成为数学研究的新的强大手段， 其飞速进步正在
改变传统意义下的数学研究模式， 并将为数学的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深刻变化。 数值模拟、 理
论分析和科学实验鼎足而立， 已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三大支柱。

数学作为一种文化，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 它的产生和发展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起着重
要的推动作用。 数学作为最为严密的一种理性思维方式， 对提高理性思维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
义和作用。
三、学科范围

数学自身特色鲜明， 自成体系， 作为一级学科的数学是一个范围广阔、 分支众多、 应用广
泛的科学体系， 已形成包括基础数学、 计算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应用数学、 运筹学与控
制论、 数学教育等 ６ 个学科方向以及许多新兴交叉学科的庞大的科学体系。

1．基础数学　基础数学又称为纯粹数学， 是数学的核心部分。 它的思想、 方法和结论是
整个数学科学的基础， 是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思想库。 基础数学包含数理
逻辑、 数论、 代数、 几何、 拓扑、 函数论、 泛函分析、 微分方程、 动力系统等众多的分支学
科， 并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研究领域， 范围异常广泛， 就总体而言， 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
下的一个学科方向的研究范畴。

2．计算数学　计算数学是研究科学技术领域中数学问题的数值求解方法和理论， 尤其注
重高效、 稳定的算法研究。 数值模拟已能够用来减少乃至代替耗资巨大甚至难以实现的某些大
型实验， 并随着计算机的飞速发展， 产生了符号演算、 机器证明、 计算机辅助设计、 数学软件
等新的学科分支， 并与其他领域结合形成了计算力学、 计算物理、 计算化学、 计算生物学等交
叉学科。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内在规律性的学科。 概率论旨
在从理论上研究随机现象的数量规律， 是数理统计的基础。 数理统计是从数学角度研究如何有
效地收集、 分析和使用随机性数据的学科， 为概率论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概率论和
数理统计相互推动， 借助计算机技术， 正在科学技术、 工农业生产、 经济金融、 人口健康、 环
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思想和方法渗透到各个学科已经成为近代
科学发展的明显特征之一， 由此产生了数据挖掘、 可靠性统计、 决策分析、 统计计算等新的学
科分支， 并与其他领域结合形成了统计物理、 统计力学、 生物统计、 技术统计等交叉学科。

4．应用数学　应用数学是联系数学与现实世界的重要桥梁， 主要研究自然科学、 工程技
术、 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包括信息、 经济、 金融、 管理等重要领域的数学问题， 包括建立相应的
数学模型， 利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研究具有实际背景和应用前景的数学理论等。 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 应用数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其思想和方法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学科的发展， 并
促进了某些重要的综合性学科的诞生和成长。 同时， 在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新的重要
的数学问题不断产生， 有力地推动着数学本身的发展。

８６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



5．运筹学与控制论　运筹学与控制论是数学与管理科学、 系统科学、 计算机科学和许多
工程技术科学紧密联系和相互交叉的学科。 它从系统和信息处理的观点出发， 以数学和计算机
为主要工具， 研究解决社会、 经济、 金融、 军事、 生产管理、 计划决策等各种系统的建模、 分
析、 规划、 设计、 控制及优化等问题。 运筹学以建立各类系统的优化模型和求解算法为研究对
象， 为各类系统的规划设计、 管理运行和优化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控制理论以各类系统的状态
控制为研究对象， 是自动化、 信息化、 机器人、 计算机和航天技术等现代技术发展的数学理论
基础。

6．数学教育　数学教育是研究数学教学的内容、 方法和实践的学科，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数学课程内容、 数学教学、 数学学习、 数学教育评价、 数学教师教育、 数学史、 数学哲学以及
数学教育现代技术等。 数学教育的核心基础是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对数学发展的认识。 随着现
代科技中数学的广泛应用， 近代数学的思想与方法在高素质公民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中已经成
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如何做好数学教学已经成为数学教育学科面临的
主要课题。
四、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的硕士、 博士都应恪守学术道德规范， 遵纪守法， 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 严谨
的治学态度及较强的创新精神， 善于接受新知识， 探索新思路， 研究新课题， 并有较强的从事
相关学科工作的能力。 　

1．硕士学位　本学科培养的硕士应是数学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掌握较坚实的数学基
础理论和较系统的专门知识， 对本学科前沿进展与动向有一定了解， 并在某学科方向受到一定
的科研训练， 有较系统的专业知识， 初步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
的能力。

硕士生应在某个专业方向上做出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成果； 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较为
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能承担与数学相关的科研、 教学或其他实际工作。

2．博士学位　本学科培养的博士应是数学方面的高级研究人才， 掌握坚实宽广的数学基
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熟悉所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某学科或研究方向受到
科研全过程的训练， 掌握系统与完整的专业知识， 研究问题应有理论或应用方面的意义、 有创
新且内蕴较丰富，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博士生应在有关研究方向上做出有创新性的成果， 或与有关专业人员合作解决某些重要实
际问题；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
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能独立承担数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 教学或其他实际工作。
五、相关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理学、 化学、 天文学、 生物
学、 系统科学、 统计学、 力学、 经济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军事装备学、 管理科学与工
程、 科学技术史、 教育学、 心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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