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的大学专业需要数学建模知识；60%的高科技企业研究型岗位需要数学建模知识；所有大

学教授都需要招收有扎实数学建模基础的本科生进入到科研团队；国内外大学都非常期待招收具备

数学建模思维的优秀高中生，而一支金牌数学建模队（竞赛小组）的队长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

不仅仅需要扎实的数学和数学建模基础，同时需要学会决策、领导、风险和自我驱动型的学习能力。

      从拿到题目的一刻起，留给4位高中生队员的时间只剩下了36个小时，他们需要并肩作战，高

效合作共同完成陌生知识背景的内容梳理、文献检索、解题思路决策、算法设计、编程、论文的撰

写.......能胜出的队伍，一方面是队伍整体的知识和经验累积除此之外，队长在比赛当中担负着重要

责任，队员的分工与时间节点设计和检查、在各种解题思路的难度和复杂性中去做权衡、对编程和

论文的整体把关......

      2018-2019赛季备战正式开始，思铺“金牌队长”数学建模思维及团队领导力寒假集训营正式

拉开帷幕，除了数学建模我们将赋予未来的队长们更多的领导潜能。

2018赛季 —“金牌队长”数学建模思维及
团队领导力集训营



◇“金牌队长”数学建模思维及团队领导力集训营

一、教练

      朱教授

     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数学建模领域的著名专家

     不仅常年担任全国数学建模大赛浙江赛区评审组组长，负责建模比赛的成绩评定审核工作，

更作为大学生数学建模队总教练曾多次带队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屡创佳绩，斩获特等

奖等最高奖项。

     2016年指导的worldshaper多位高中生，分别斩获全球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

胡教授

武汉985高校应用数学系教授

数学建模资深导师，长期担任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指导

（2016年指导的worldshaper多位高中生，分别斩获HiMCM全球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

曾博士    

武汉大学数学（金融数学方向）博士    

数学建模资深导师，长期担任大学、高中数学建模队教练



      “金牌队长”数学建模思维及团队领导力集训营针对有热爱数学建模的学生，给予专业指导，

帮助其掌握：运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运用matlab,lingo,spss等软件；撰写学术论

文的技巧；数学建模竞赛统筹管理的能力；建模方法的综合应用能力；“金牌战队”建设能力。

同时提升领导力和思维力。

◎数学建模概论

◎常见的初等建模（包括量纲分析建模、比例方法建模等）

◎Matlab 工具应用（功能演示、数值计算、符号计算、图形处理等）

◎数据的插值、拟合,线性方程组的求解方法及Matlab实现，矩阵运算

◎微积分、线性规划方法建模与Matlab实现，初等应用概论建模

◎高等数学知识体系的疑难解答和建模难点解析

◎建模实例讲解    ◎差分和微分方法建模

◎离散建模（包括森林管理与网络流优化建模）

◎聚类分析方法建模    ◎对策问题建模

◎数学建模竞赛时间与任务管理技巧    ◎优秀竞赛论文解读与策略分析

◎历年worldshaper优秀战队任务管理分析    ◎各大数学建模大赛差异化分析

◎真题解读（建模方法的综合应用）和数学建模的真实应用

◎“金牌战队”组建策略与方法

二、课程主要内容



（一）日程安排

DAY1

数学建模的发展、意义、趋势、难点和竞赛对策

DAY2

日期 授课内容

代数问题：方程模型、数列、不等式模型

时间

matlab 安装、功能演示，数值计算，符号计算，图形处理

极限、导数、积分，多元函数，Matlab实现
9:00-12:00

线性方程组、矩阵、特征向量及 Matlab 实现

线性方程组、矩阵、特征向量及 Matlab 实现
14:00-17:00

随机变量、数字特征，伪随机数及分布的 Matlab 实现

DAY3

线性规划、整数规划方法建模与 Matlab 实现

高等数学知识体系的疑难解答和建模难点解析9:00-12:00

用数学知识初步解决实际问题，逐步提升建模能力

综合运用数学理论、方法，领略数学建模基本思想

数据筛选，描述性统计，绘制图表，时序数据问题14:00-17:00

参数估计、假设检验，回归分析，方差分析

函数问题：基本初等函数模型、二次函数模型9:00-12:00

概论

随机问题：排列、组合，古典概型、几何概型
14:00-17:00

DAY5

各大数学建模大赛差异化分析

数学建模的真实应用场景分析—金融数学9:00-12:00

数学建模的真实应用场景分析—物流体系

DAY4

数学建模竞赛时间与任务管理技巧

优秀竞赛论文解读与策略分析9:00-12:00

往年worldshaper优秀战队任务管理分析

赛题突破，如何快速切入重点

14:00-17:00 真题解读，建模方法的综合应用

主题

初等建模一

初等建模二

初等建模三

Matlab 工具

微积分

线性代数

线性代数

概率论

优化理论

知识综合

建模实例一

建模实例二

数据建模

统计建模

领导力

实战

实战

领导力

综合

综合 真题解读，建模方法的综合应用

综合

综合

综合

14:00-17:00

如何挑选队友，打造一支“金牌战队”

数学建模的中长期训练计划

数学建模与海外大学升学与国内高考

领导力

领导力

领导力



   （二）申请条件

      1.全日制高中在读学生，热爱数学建模，有团队合作精神；

      2.除熟练掌握初中高中数学知识外，有一定的高等数学基础，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

率论等。

教学方式：线上授课

上课时间：2018年2月8日、2月9日、2月10日、2月11日、2月23日

费用：6800元/人

三、教学方式&上课时间&费用

四、报名流程

1、学生填写报名表。

2、思铺学术导师对申请者进行审核。通过审核后，学生签订课程报名协议并在3个工作日支付课

程费用。

3、学生支付费用成功后，开课一周前，学生将收到预习资料包（课表和课程相关内容、matlab软

件工具包和安装流程等）。

4、开课前一天，学生将收到开课通知，并加入教学QQ群。

5、开课第一天，学生在指定时间登陆QQ，等待授课导师发起授课邀请。学生接受邀请后，即可

进入上课模式，开始上课。



咨询报名

◇思铺学术数学建模系列课程
◎“金牌队长”数学建模思维及团队领导力集训营

    6800元/人（网络授课）  30课时    寒假/五一 

◎ 面向数学建模的高等数学基础模块课程

    3200元/人（网络授课）  20课时    周末/暑假

◎“数学建模”基础与进阶课程

    30000元/队（2-4人）  48课时  暑假/国庆假期

◎“数学建模”赛前冲刺训练营

    24000元/队（2-4人）  30课时（含参赛指导）  国庆假期/赛前周末时间

杭州延安路511号元通大厦7-712                      0571-88812680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899号飞洲国际广场23楼I座 15026837883

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北路樱花大厦2104室                         18062619550



附录：

美国高中生数学建模大赛（HiMCM）
       HiMCM简介

       美国高中数学建模竞赛（High School Mathematical Contest in Modeling, 简称HiMCM）是美

国的一个非营利机构——数学及其应用社（COMAP）主办的一项美国全国性的活动。竞赛得到了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运筹和管理科学研究所（INFORMS）、美国数学协会（MAA）和

美国全国数学教师委员会（NCTM）的资助。

       这项竞赛是在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取得成功的背景下，借鉴了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模式，

结合中学生的特点进行设计的，旨在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数学知识应用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以及写作能力。

       HiMCM奖项设置

       成功参赛奖Successful Participant、二等奖Honorable Mention、一等奖Meritorious、特等奖

候选奖Finalist、特等奖全国候选奖National Finalist、特等奖Outstanding。

       获奖结果将于2017年2月1日后在美国数学与应用协会官网公示。

       获奖证书及新闻发布稿将于2017年2月份寄出纸质版或电子版（国际参赛小组的获奖证书为电

子版）。

       所有成功参赛小组（即：论文合理的小组）都可以获得成功参赛证书，获奖消息将会在专业刊

物上公示。

       特等奖参赛队伍的解题论文（或论文的摘要部分）将刊登在美国数学与应用协会官网，获奖消

息还有可能在组委会所在地当地的电台和电视台报道。

       参赛意义

       1、比赛含金量高，具有国际影响力，参赛成绩是申请美国、香港、新加坡名校的加分参考依

据；有机会获得国内大学自主招生加分。

       2、通过训练和比赛，培养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团结合作中发挥集体力量攻关的意识

和能力，提高问题的阐述分析、模型的假设和建立、计算结果及讨论、撰写专业学术论文的能力，

为日后研究学习做铺垫。

       3、展现及锻炼在数学、英语、计算机、自然科学、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对未来

相关大学专业的选择有提前认识。



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IMMC）
简介：

       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IMMC或者IM2C）是一项面向中学生的国际性新型数学建模竞赛，其创

办机构是美国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及香港儒莲教科文机构，竞赛宗旨在于鼓励参赛者应用数学建模

探索和解决现实世界的重要问题，以普及数学建模教育，增强中学生数学核心素养。IMMC既是中

学生数学建模实践与历练的舞台，也是参赛中学数学教育成果展示与交流的园地。中华国际数学建

模挑战赛委员会是IMMC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澳门地区唯一授权负责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的

评审与选拔等学术工作的机构。由各地区知名高校学者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学术顾问委员会及专家组，

为各地区中学生营建一个普惠与共享的学习交流平台，以学生为本，在地性与国际性兼容。

       2013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CUMCM）与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组织机

构COMAP（Consortium for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经过多次协

商，决定共同发起（中学生）国际数学建模挑战赛（IMMC：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2014年3月29日—30日，在美国Boston举行了IMMC 的第一次发起会议（Planning Meeting），

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丹麦、荷兰、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参

会学者认为发起IMMC竞赛时机成熟，它的举办对各个阶段的教育都会有正面的影响。2014年10月

17-19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会议进一步落实了首届竞赛的细节和赛制，每个参赛队由来自同一所

中学的4名学生组成，在5天内完成通讯比赛。每个国家（地区）选派最多2个代表队参加最后的决

赛，参加决赛的选拔方式由各个参赛国家（地区）自行确定。

       首届IMMC中国（大陆）赛区的选拔采取邀请赛方式进行。在北京和上海分别邀请了10余所中

学参加，在规定时间内(2015年4月17-22日)分别有20多个队伍提交了论文。北京和上海分赛区分

别组织专家进行了通讯评审，对表现突出的参赛队还利用五一假期进行了现场答辩。最后北京和上

海分赛区分别选送了一个代表队参加国际评审。

       首届国际IMMC决赛于2015年5月15日结束论文提交，来自10个国家（地区）的17个队进入

最后决赛。评奖工作于5月30日在法国巴黎结束，共有四个参赛队伍获得特等奖（Outstanding），

除中国（大陆）赛区选送的北京大学附中代表队和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队之外，另外两支获得特等奖

队伍分别来自美国和新加坡。



“登峰杯”全国中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登峰杯是由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数十所

高校共同发起的高中生学术创新能力赛事，由数学建模、学术创新、数据挖掘等5项

比赛构成。历年进入复赛的参赛者基本都获得了211高校的自主招生审核，二等奖以

上的参赛者基本都获得了985高校的自主招生审核。

      数学建模竞赛包含“数学建模”和“数学建模-机器人创新赛”两个子选题。其中，“数学建模”为

选题A，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数学建模，考察学生数学建模能力；“数学建模-机器人创新赛”为选题

B，是数学建模和机器人的结合，该项目设置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按照数学建模的基本方法，通

过模型抽象、算法设计、仿真验证等步骤完成一个目标任务；第二阶段，通过机器人进行实现。数

学建模竞赛开始后，参赛选手任选一个选题（A或B），完成并使用数学建模竞赛客户端提交竞赛作

品（务必根据选题提交），组委会将统一根据选手上传的作品选题类型，在报名系统中选择对应的

竞赛项目，如“数学建模——数学建模”或“数学建模——数学建模-机器人挑战赛”。

      “登峰杯”全国中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面向全国高中生开展的专业性数学建模作品创新与竞赛

活动，旨在更好地衔接高中数学与大学数学，提高中学生以团队方式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中

学生的创新能力。



      数学的研究对象是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概念抽象、逻辑严密、体系清晰无疑是它的特点，但

在它产生和发展的漫长历史长河中，现实世界的应用问题更是为数学持续发展并不断突破提供了无

尽的源泉。数学建模是用数学语言和工具来表述、分析和求解现实世界中的实际问题的一门学科，

特别强调要将最终得到的解决方案回归实际问题、检验是否有效地解答了原问题，这是数学联接应

用领域的桥梁和道路，在数学学科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数学建模是高中学生必须培养的数学核

心素养之一，特别在如今教育要突出创新能力培养的背景下，其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

      数学建模竞赛以实际问题为载体，将数学建模、数学知识、数学软件和计算机应用有机地结合，

对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应用数学知识、借助数学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具有重要作用，将推动并落实数学建模作为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模式，促进中学与大学数学教育的

衔接。

      登峰杯”数学建模竞赛分为初赛、决赛两个阶段：

初赛 通讯赛 2017年12月16日-12月19日 网络评审

决赛 夏令营 2018年 8月19日~ 8月23日 北京·清华大学



全球计算与数学建模竞赛(AoCMM)
简介：

       全球计算与数学建模竞赛（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Modeling，简称

“AoCMM”）是创办于2015年的国际性赛事，每年举办一次。

       AoCMM作为非盈利组织，致力于向坚定的个人传播计算与数学建模的能力与实用性。无论是

包含疾病的传播或是搜索嫌犯，数学建模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意识到模拟状

况的潜力之后， AoCMM希望向大众传播数学与计算分析的信息与知识，通过数学建模有效率并有

效果地解决当下的许多问题。

       AoCMM尽力传播更多的知识来改善世界，不仅为了奖励广大数学建模爱好者，更为了挑战并

增长数学建模的经验与能力。希望为来自全球对与数学建模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源与知识。

亮点：

第一，AoCMM为初涉数学建模领域的学生而特别设计，大多数参赛者都是数学建模领域的新人，

参赛者可以向团队成员或者其他人学习。

第二，AoCMM不像其它的大赛，它提出各种类型的问题，问题的解决方式也灵活多变。参赛者可

以选择他们最擅长的问题类型，不必担心要对陌生的问题撰写报告。

第三，AoCMM欢迎各级别的高中生、本科生来参赛，参赛者来自世界各地。大赛将世界各地热爱

数学建模的人聚集在一起，提升数学建模技能。

第四，AoCMM收费很低。只需要5美元就能参加比赛。



参赛要求：

每支队伍由1~4名成员组成，年龄不超过20岁。成员可以来自不同学校和国家地区。

如何参赛？仅5美金即可报名赢得与全球顶尖队伍竞技并竞争数额高达几百美金的奖励并获得一份

详细分析你的论文强弱点的成绩单！加20美金不仅能享受以上所有特权，更能得到我们有经验的

评委的专业反馈信！

奖项设置：

所有参赛队伍均会赢得一张电子证书，如需邮寄纸质版请在报名时明细并支付8美金邮费。

前1％           Grand Prize         200美金

前3％           Alpha Prize          50美金

前8％           Beta Prize           精选赞助商提供的代金券

前15％         Gamma Pr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