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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 

 专业综合改革 

  教学改革 

 教学成果 

关于公布西安工程大学2014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根据我校《关于申报2014年西安工程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通知》精神，经各教学单位申报，
教务处形式审查，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学校教学委员会审议通过，经公示后无异议，共确定2014年校级教
育教学改革项目67项（见附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项目负责人要立即开展工作，严格按照《2014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合理
安排研究进度，做到任务具体，措施得力，责任明确。项目实施过程做到有检查、有总结、有成果。 

    二、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经费实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一项一卡），项目主持人负责经费的使用、审
批、支出，具体使用参照《“质量工程”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工程大教字〔2011〕25号）
执行。

    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经费只包括软件建设费用，如项目中涉及硬件建设经费，由各相关单位列入实
验室建设计划。学校根据项目目标责任书的具体内容给予资助金额，具体额度见《2014年度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目标责任书》标注（2014年12月份下发），第一批经费2014年12月份划拨，第二批经费中期检查通过
后划拨。如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有困难，请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解决，保证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附件1：2014年西安工程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一览表.doc】已下载142次

【关闭窗口】 

CopyRight ©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西安工程大学教务处 版权所有

地址：中国·西安·金花南路19号[710048] 电话：029-83116299(临潼校区)

Page 1 of 1关于公布西安工程大学2014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通知-教务处

2019/5/19http://jw.xpu.edu.cn/info/1023/3416.htm



 



 
材料二 

 
 
 

 
课程建设方案、调研报告、研究报告： 

1、课程建设方案 
2、调研报告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纺织教育教学成果奖支撑材料 

课程建设方案 

 

 

成  果  名  称     以学习能力培养为目标，面向纺织行业需求 

 的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以信息管理为例 

成 果 完 成 人      邵景峰、王进富、畅朝霞、王渊、王纯子   

成 果 完 成 单 位                西安工程大学              

推荐单位名称及盖章                   西安工程大学                 

推  荐  等  级                         特等奖                     

推  荐  时  间                 年           月           日 

成  果  科  类                      教育学                  

代          码              □0 □4 □0 □1 □2 □3  

序          号                        6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制 
 
 

 



 

目  录 

1 课程建设背景 ............................................................................................. 1 

2 课程建设目标 ............................................................................................. 2 

2.1 课程建设的总体目标 ........................................................................ 2 

2.2 课程建设的具体目标 ........................................................................ 2 

2.2.1 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 2 

2.2.2 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扩充教学资源 ....................................... 3 

2.2.3 创新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方法及手段多元化 ....................... 3 

2.2.4 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提升学生科研创新能力 ............... 4 

2.2.5 强化教学团队建设，提高师资队伍教研能力 ....................... 4 

2.2.6 以教改促教学 ........................................................................... 5 

2.2.7 产学研结合与社会服务 ........................................................... 5 

2.2.8 发挥我校纺织服装优势与特色 ............................................... 5 

3 研究现状...................................................................................................... 7 

3.1 信息管理专业现状分析 .................................................................... 7 

3.1.1 信息管理专业来源 ................................................................... 7 

3.1.2 信息管理专业在各高校开设状况 ........................................... 8 

3.1.3 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 ....................................................... 9 

3.1.4 信息管理专业培养目标 ......................................................... 11 

3.1.5 信息管理专业未来趋势 ......................................................... 13 

3.1.6 信息管理专业就业前景 ......................................................... 17 

3.1.7 各高校对信息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分析 ................................. 18 

3.2 我校信息管理专业现状分析 .......................................................... 22 

3.2.1 专业培养目标 ......................................................................... 22 

3.2.2 专业培养要求、毕业生应获得知识和能力 ......................... 23 

3.2.3 人才培养 ................................................................................. 23 

3.2.4 主要课程开设情况 ................................................................. 25 

I 



 

3.2.5 本专业建设现状及专业特色 ................................................. 26 

3.2.6 教学质量与社会评价 ............................................................. 28 

3.3 我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问题梳理 .......................................... 28 

3.3.1 专业定位不清晰 ..................................................................... 28 

3.3.2 人才培养方式单一 ................................................................. 29 

3.3.3 课程体系亟待更新 ................................................................. 29 

3.3.4 师资力量薄弱 ......................................................................... 29 

3.3.5 招生不景气 ............................................................................. 30 

3.3.6 信息管理类学生缺乏核心竞争力 ......................................... 31 

3.3.7 各院校培养模式趋同特色不足 ............................................. 31 

3.3.8 重理论,轻实践 ........................................................................ 31 

3.4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思路 .......................................................... 32 

3.4.1 重新定位培养目标 ................................................................. 32 

3.4.2 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 32 

3.4.3 更新课程体系 ......................................................................... 32 

3.4.4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35 

4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方案构建 ........................................................... 36 

4.1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定位 .......................................................... 36 

4.1.1 重新定位培养目标 ................................................................. 36 

4.1.2 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 36 

4.2 人才培养模式方案构建 .................................................................. 37 

4.2.1 人才培养方式多元化 ............................................................. 37 

4.2.2 更新课程体系 ......................................................................... 39 

4.2.3 整合内外教学资源 ................................................................. 40 

4.2.4 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 41 

4.3 师资队伍和教学团队建设 .............................................................. 46 

4.3.1 师资队伍建设 ......................................................................... 46 

II 



 

4.3.2 科研队伍建设 ......................................................................... 47 

4.4 创新教学模式 .................................................................................. 47 

4.4.1 推广“三阶段渗透”教学模式 .................................................. 47 

4.4.2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 47 

4.4.3 建立空中课堂 ......................................................................... 48 

4.5 基于就业的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 .............................................. 48 

4.5.1 疏通就业渠道 ......................................................................... 48 

4.5.2 加强就业指导 ......................................................................... 49 

4.5.3 提高学生素质 ......................................................................... 49 

4.6 管理改革........................................................................................... 50 

4.6.1 完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和文件 .............................................. 50 

4.6.2 加强教学运行各环节的检查和评估 ...................................... 51 

4.6.3 改进学生管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 51 

4.7 产学研协作一体化 .......................................................................... 51 

4.7.1 “校院（企）协作”探索人才培养模式 ................................... 51 

4.7.2 开展“多学科交叉”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 52 

4.7.3 “创新转换”，实现科学技术的产业化 ................................... 52 

4.8 专业辐射带动作用 .......................................................................... 53 

4.8.1 促进相关专业特色建设和课程体系改革 ............................. 53 

4.8.2 提高相关专业科研管理信息化水平 ..................................... 53 

4.9 专业辐射带动作用 .......................................................................... 54 

4.9.1 发挥纺织优势，服务陕西纺织行业 ..................................... 54 

4.9.2 培养具有纺织背景的复合型信息管理人才 ......................... 54 

4.9.3 构建纺织信息服务平台，满足纺织企业信息的需求 ......... 55 

5 总结 ............................................................................................................ 56 

III 



 

1 课程建设背景 

当今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人才已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资源和推动社会知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此，需要高等院校培

养大批学有所成的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专业人才。而我国信息管理专业

(简称信管专业)是一个新办专业，基础比较薄弱，虽然已经结合新的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在多次社会调查的基础之上制订

了信管专业培养方案，并逐年进行修改和完善。但在教学方案实施以及

学生就业后的反馈过程中逐步发现，信管专业在培养方向定位、课程体

系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就业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

步补充和完善。 

“互联网+”本质上就是指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其原动力在于：云计算、大数据与

新分工网络。如前所述，信息管理专业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如何从信息

中发掘财富的高级专业人才。互联网+任何事物都具有“云、网、端”三大

特征，因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信息管理专业培养从信息中发掘财

富的专业人才提供了强大的理论知识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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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建设目标 

2.1 课程建设的总体目标 

以我校是西部地区唯一以纺织服装为特色的高校为契机，依托学科

优势，立足本科教育，基于纺织背景创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提升课程体系，努力打造国内领先的教学科研团

队；以纺织信息资源研究为核心和特色，以信息管理与信息技术应用为

重点，以教学改革为突破口，为我国纺织企业及其他相关领域企业输送

符合企业能力要求的高质量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生。 

2.2 课程建设的具体目标 

本研究在分析陕西高校信息管理专业的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的

基础，以我校信息管理专业为例分析当前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科发展方

向，旨在探索“互联网+”时代信息管理与系统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体制改

革，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 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由于我校以纺织服装为特色的高等院校，具有一定的纺织产业相关

背景及资源，因此，我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培养应在纺织相关知

识背景下，具备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

系统掌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能够在

纺织企业及其他领域从事各种信息管理、信息系统规划、分析、设计、

实施、管理和评价工作的高级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推进教学改革，使教学资源更加集中到培养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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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上来。强化核心课程建设，提高核心课程中

精品课程比例。优化纺织特色课程模块结构，修订完善纺织特色课程教

材。改革教学管理体制，改革课程考试方式，提高实践类课程比例，提

高学生就业率、创业率和考研率。 

2.2.2 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扩充教学资源 

优化课程体系，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生发展合理分配管理学、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三类核心课程比例，固化核心课程，优化完善特色课程；

完善特色课程建设，优化纺织特色课程模块结构；提高应用实践类课程

比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就业能力；最终形成“科学性强、适应

面广”相关的课程群体系。 

完善课程建设加强核心课程建设，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符合创

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凝练、融合能充分体现培养目标

的课程群结构体系。在核心课程群和优势课程群中建设精品课程（群），

争取在建设周期内建成 2-3 门校级精品课程（群），1-2 门省级精品课程

（群）。 

扩充教学资源加大网络课程建设力度，争取在建设周期内实现全部

核心课程网络化。加大对优质教学资源的引进，建立符合本专业培养要

求的网络课程库。促进科研资源向教学资源的转化，吸引学校高水平科

研人员参与本专业本科教学。 

2.2.3 创新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方法及手段的多元化 

积极开展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改革，完善多元化教学模式，增加互

联网教学、案例式教学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中的比重。教学手段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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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教师改良教学课件，鼓励将教学科研成果应用到教学过程中来。根

据课程特点，鼓励考核方式、方法改革，增加设计类考核方式。 

2.2.4 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提升学生科研创新能力 

深化以实验课程、专业见习为主体，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暑期学

校和假期社会实践为辅的实践教学体系。突出抓好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实验教学效果，提高设计性、综合性实验开出比例，创新评价机制，发

挥学生创新创造能力，提高学生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 

改善校内学生实训基地。在原有基础上，应用建设资金对学生实训

基地进行扩充和改建，提升校内实训基地功能。完善学生实训基地管理

体制，建立以学院学生会为主的管理机制，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 

增强校企合作。拓展学生实践教学场所，每年寒暑假有针对性地安

排学生去纺织企业实习，并建立长期的实习基地。扩大与实习基地的合

作范围，加深合作层面，增强专业影响。 

鼓励学生创新。支持学生参加“挑战杯”大学生科技竞赛、“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科技竞赛，提高学生科研创新能力。提高

毕业设计在毕业考核中的比重，鼓励实习生参与实习单位的研究工作。 

改善实验室条件，提升实验室功能，提高实验室利用效率，将其打

造成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实验教学平台。同时，搭建“纺织大数据与

云计算”平台，为教师、学生提供相关的计算服务。 

2.2.5 强化教学团队建设，提高师资队伍教研能力 

合理引进人才，优化教师学历、学缘、职称结构。建设期间通过多

种途径引进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巩固骨干教师队伍，为其在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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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上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加强后备人才建设，创新培养机制，促进

青年教师教学科研能力提高，创造条件使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2.2.6 以教改促教学 

进一步加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起强有力

的贯彻落实和监督制约机制，推进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管理工作

效能，保证管理科学化水平显著提升。鼓励在相关重要领域深入开展教

育教学研究，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提高管理水平。 

2.2.7 产学研结合与社会服务 

根据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结合具有纺织特色的背景，以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在学院信息实验室、校网络中

心等校内实训平台的基础上，积极与当地纺织企业或紧密合作的纺织企

业信息中心和信息管理相关部门联合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合作实施“订

单式”纺织企业信息管理人才培养，为社会输出高质量的纺织企业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力争打造纺织企业信息服务平台，为纺织企

业或者消费者提供纺织品加工或者织物分析等信息咨询与信息服务，优

化和创新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人才培养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 

2.2.8 发挥我校纺织服装优势与特色 

我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除包含管理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

技术学科等的课程外，还尚未开始纺织相关的课程，对此，我校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应该加强纺织相关的课程及能力培养，利用学校纺织

服装为特色的优势，在提高学生就业率的同时，也为纺织企业输送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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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高质量的纺织信息化人才。 

充分发挥专业信息管理优势，与相关专业结合，开展纺织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研究，为各相关专业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带动各学科的共同

提高。未来三年，本专业将充分利用专业特色，发挥信息技术优势，通

过课题申报、培训、科研协作、研究生培养、信息资源建设和技术开发

等途径，为纺织类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和校企合作服务，努力带动各

专业的信息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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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现状 

3.1 信息管理专业现状分析 

3.1.1 信息管理专业来源 

在国外，信息管理专业的教育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

中期产生的管理信息系统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时国际上

这门专业学科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与实际

应用。在专业教育产生初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

管理学院的著名教授 GordonB Davis，他认为这门学科是一个利用计算

机系统软件和硬件，手工作业、分析、计划、控制和决策模型以及数据

库，它能提供信息支持企业或组织的运行、管理和决策功能。 

这门专业教育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是随着 70 年代中后期电子计算

机在管理领域的广泛运用开始的。从解放前一直到 90 年代，这门专业

的名称并不叫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有的院校称之为经济信息管理专

业。21 世纪初期上海财经学院、南开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系、湖北财经学

院等都曾开设这一专业。还有的称之为信息学或者是中国海洋大学信息

科学专业，80 年代初期的代表院校主要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

东大学等等。 

信息管理专业正式开设是在 1998 年，国家专业目录调整时将管理

信息系统、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科技信息和林业信息管理等专业合

并到最新增设的管理类一级科目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之中，专业学科

名称正式定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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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信息管理专业在各高校开设状况 

在信息管理专业设置后，一些高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工程学院、

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

石油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院校先后都开设了该专业。另外还有一些学

校，将如图书馆学专业、档案学专业、情报学专业等是根据时代发展的

需要将其改名为信息管理专业。其中复旦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隶属于管

理科学院系，是我国该专业学科设立最早的院系之一，同时南开大学于

1999 年 1 月成立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该系设立了信息管理专业，

该门专业的前身是国际企业管理系中的经济信息管理专业以及信息资

源管理系的信息学专业。 

据相关统计，国内目前已经有包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在内的 612

所高校开设了信息管理专业。在陕西高校中，共有包括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

范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石油

大学、西安工业大学、西安工程大学、西安邮电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

28 所院校开设了信息管理专业，其中 985 工程院校 2 所，211 院校 6 所，

教育部直属院校 4 所。但各高校由于学科背景及办学层次的不同，该专

业所属的二级学院也有所不同，如图 1 所属的陕西高校信息管理专业所

属二级学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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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陕西高校信息管理专业所属二级学院分布图 

其中，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工

程大学等高校信息管理专业所属于管理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

大学、西北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西安工业大学、西安

邮电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高校信息管理专业所属经济管理学院，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信息管理专业所属于信息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信息管理专

业所属于计算机科学学院。 

3.1.3 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 

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建设在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的定位都不尽相

同。比如，在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定位为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侧重于

计算机能力的培养；而在伦敦大学、阿波利斯特维斯大学的定位为商业

信息管理专业，更侧重于企业管理理论；在美国，信息管理专业的核心

课程设置偏重于图书馆情报类，重视图书馆资源的架构与管理。比如北

卡罗来纳大学将课程建设以图书馆情报为中心，其目的是将信息技术、

经济管理和道德法规等三类课程进行衔接，而在伊利诺伊大学、雪城大

学、华盛顿大学等将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为选修课，其目的是启发

学生去接触其他领域的新鲜事物，开拓学习和研究的视野和热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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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外大学，英、美大学在课程设置上都严格按照信息管理学科

内涵，将图书情报类、信息技术类、经济管理类和道德法规类四大类课

程贯穿在学生的专业学习内，培养学生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其课

程体系的构成情况如下表 1： 

表 1：课程体系的构成 

课程构成 开课比例  课程构成 开课比例 

档案与记录管理 80%  信息资源与服务 80% 

研究方法 70%  信息组织 100% 

商业信息 70%  信息检索 90% 

项目管理 70%  信息素养 80% 

法律及道德 90%  数据库 70% 

在我国，专门设置信息管理专业的院校很多，如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武汉大学等。总体而言，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工科院校则偏重对

计算机应用的学习，而文理院校则偏重在管理上的研究。然而，在陕西

高校中，设置该专业的院校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则

在课程设置上侧重于经济管理知识的教学，而信息技术类课程仅次于经

济管理类。这样设置课程的主要目的是，重点提升学生的管理素养，并

且通过培养学生对计算机技术的掌握，发展出适合社会、企业需要的 IT

型管理人才。 

总之，陕西高校信息管理专业开设的课程普遍注重经济管理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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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技术类课程的结合，具体课程构成如下表 2 所示。这也准确地反

映出陕西高校对信息管理专业的认识——一门基于现代先进经济、管理

理论的、借助于先进的计算机工具进行信息管理和信息处理的学科。 

表 2：课程构成及比例 

课程构成 开课比例  课程构成 开课比例 

宏、微观经济学 100%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100% 

管理学原理 90%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80% 

管理信息系统 70%  电子商务 90% 

信息管理概论 5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50%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30%  信息组织 30% 

3.1.4 信息管理专业培养目标 

信息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计

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的理论、方法以及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以及信息管理等

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能够在国家各级管理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

科研单位等部门从事信息管理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开发和规划工作

以及实施管理和评价等的信息管理高级专门人才，具体来说该专业毕业

生应具备以下能力： 

（1）掌握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和实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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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信息组织、分析研究、传播与开发利用的基本能力； 

（4）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5）了解本专业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收集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

研和实际工作能力。 

但由于各个高校的学科背景一级该专业所在的二级学院的不同，该

专业在不同学校的偏重点不同，与此同时对应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有所不

同。对此，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阮家军在对比分析了国内 61 所

代表性的学校关于信息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后，得出了当前国内院

校对该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主要可分为复合型、管理型几技术型三类，

具体如下图 2 所示。由此可见，大部分国内院校对于该专业的培养目标

定位于培养符合型人才。 

 

图 2 信息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分布图 

同时，国内院校对于该专业所属的二级学院业不同，主要有信息管

理学院、管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信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计算

机学院、数学科学应用学院等。从而，根据学校的行业背景以及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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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的二级学院的不同，对于信息管理专业的培养的侧重点也不同。对

于开设于信息管理学院主要倾向于培养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实现技

术，而开设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则侧重于倾向信息系统的设计、

开发、管理和评价能力。对开设于信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学

院则着重学生的计算机技术、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的能力。 

另外，根据所在学校行业背景的不同，该专业的培养方向和侧重点

业不同。如北京林业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的培养强调数理能力、重点定

位于林业信息管理，中国农业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偏重于农业和土地信

息管理系统集成、信息管理等。与此同时，山西中医药学院的信息管理

专业培养能在医疗行业信息化相关单位从事医疗行业的信息化建设和

开发的医疗行业信息化专业人才。 

3.1.5 信息管理专业未来趋势 

信息管理专业属于新兴交叉学科。我们处在一个以信息融合为显著

特征的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深刻地渗透于社会生活和经营活动中。在这

个时代，快速发展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社会各界培养信息化

人才的任务更为艰巨和至关重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全球经济贸易活动在互联网的连接之下

变得更加的便利。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与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一方面，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化的建设与应用，如果企业以及各经

济组织不实行信息化管理，那么要实现与国际一体化的接轨是行不通

的；另一方面，企业不掌握充足的信息，或不加任何整理编排，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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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高层决策者就无法正常进行指挥调度，无法实现企业在全国乃至

世界范围内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该专业

涉及的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它所研究的内容将在各行各业得到

广泛地应用。在各行业中，信息专业教育能提高各行业企业管理决策的

科学性与正确性，减少经营活动的盲目性。国外先进的信息管理和信息

系统应用技术和手段起到进一步的示范效应。这门专业所涉及的行业在

我国的发展趋势不再局限于企业决策、经营分析等内容，而是把它作为

一条纽带，成为连结家庭与社会、个人与组织，成为商贸金融、娱乐、

教育、科研等领域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的商业竞争市场越来与透明

化，现代企业的竞争是信息的竞争、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信息管

理与利用的时空在缩小，信息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提高，这些都

使得信息管理成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通过信息管理可以把“人

——信息——技术——社会”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人类活动来说形成

良性循环。信息是一种资源，各种信息并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在

某种条件下存在一定的联系，需要对信息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避免造成

信息资源的浪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科的建立所追求的不是其中的

某一信息构成的单个功能，而是多个信息组成相互联系所形成的整体功

能优化管理。 

具体来说，信息管理专业的发展可以梳理出以下发展方向： 

（1）电子商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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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进入电子商务时代，既改变了传统商

务模式，又提升了信息管理水平，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

极作用。在电子商务时代背景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越来越充分发挥

积极作用，推动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进程。 

在电子商务时代下，商品交易信息、物流数据信息、用户支付信息

等大量信息的出现，急需要进行科学的管理。具体来说，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给传统的企业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影响企业信息管理者的管理理念。新时期，基于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的企业管理理念以物流为基础，进而开展信息管理计划和控制

物流信息，对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发挥着积极作用。该系统下的信

息管理，要求信息资源具有一致性，进而为企业有关人员提供切实可靠

的交易信息，有效打破了传统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提供交易效率。其次，

对物流产生重要影响。基于物流的信息管理过程较为复杂，增加工作者

的工作量。随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不断发展，逐渐向物流采购一体

化方向发展，对减少工作量和提升工作效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最后，

对信息处理有重要影响。企业在传统信息管理系统条件下，其信息处理

能力相对较弱，以分散式或集中式为主。在电子商务时代中，对企业信

息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该系统的信息处理，以分布式为主，

能够满足企业信息处理的需要。 

另外，随着电子商务对传统企业影响程度的逐步深化，他们急需要

去转型升级，去建设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因而，这需要大量的既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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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这给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新的方

向。 

（2）数据分析方向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社会各行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对相关行业

及人员产生了新的需求。根据《大数据人才战报》的十大数据分析职业

趋势调查的结果显示，与大数据概念知名度和企业热情形成对比的是：

大数据正面临全球性的人才荒。企业对新型大数据分析和预测技术人才

的热情和需求正在超过传统的商业智能和信息管理人才。对于大多数企

业来说，他们对大数据人才的能力定位是：首先应当具备收集并集成企

业数据的能力；其次是能够使用相应工具分析大数据、做出合理预测和

决策。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社会急需能够处理庞大规模和复杂结构数据类

型的专业人才，包括数据架构师、数据可视化人员和数据监管人员等等。

这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与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热门的且非常具有

发展前景的方向。  

（3）制造业信息化建设方向 

对传统的制造业而言，通过信息化建设可以把计算机知识应用到生

产、管理、技术改造等各个环节，多学科相互融合，实现技术开发、供、

产、销、服务等业务的一体化无缝衔接，做到利润、成本的准确核算以

及物资、资金流、价值流的动态监控。把企业管理者的思想和优化决策

应用到信息系统中，使信息化建设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从而，通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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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建设提高企业的市场管理效率，加速企业的产品研发创新，提升企

业的市场快速反应能力，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化与工业化的逐步深度融合，以及“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实施，传统的制造业信息化建设的需求愈来愈强烈。因而，

需要大量的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从事传统制造业管理的信

息化工作，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而，这给信息管理专业的就业带

来了新的发展方向。 

3.1.6 信息管理专业就业前景 

21 世纪是信息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管理领域

应用广泛，网络经济的发展对电子商务、金融工程等人才的需求势必增

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信息管理专业培养的人才将受到

人才市场的青睐，信息管理专业就业前景非常乐观。 

现代社会正是信息化社会，大量纷繁的信息如何管理，并且从中获

得有效的信息，正是信息管理科学的研究重点。与计算机结合，使用计

算机作为工具，信息管理更加有效和实用。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现代化，

对信息管理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例如铁路订票系统，就是对车票这种信

息的查询和管理系统。可以说软件开发的最主要面向的客户就是帮助企

业制作良好的信息管理系统。信息管理涉及咨询、服务、物流等很多行

业，有很多的就业机会。 

就当前社会中的各行各业来看，对信息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具体可

以梳理如下几个方面：（1）信息系统研发管理人才：这类人才应当牢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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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经营管理和信息管理的理论知识， 熟悉企业业务流程， 并且能够

熟练应用各种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及工具，以及具备较强的沟通协

调能力；（2）信息系统运行维护人才：这类人才除了要牢牢掌握经营管

理的理论知识、熟悉企业业务流程以外，还要具备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

力，能够熟练地运用计算机来完成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工作；（3）信息资

源管理人才：这类人才主要负责管理企业的日常信息资源，其必须要熟

练掌握信息处理技术， 能够及时采集和处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各类信

息；（4）信息主管人才：这类人才主要负责对企业进行信息战略规划及

管理企业的信息系统项目和信息资源，其必须要通晓管理知识、熟悉企

业业务流程及具备完善的信息技术知识体系，同时还要具有较强的社交

能力、领导能力及应变能力。 

根据教育部规划司统计信息处的资料：我国目前每年信息管理人才

（含软件开发，网络工程）需求达到 180 多万人，而国内高校和社会培

训机构能提供的仅有 50 万人左右，未来 20 年，该专业仍会有巨大供需

缺口，近五年的供需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我国近五年对信管人才的需求情况 

      时间 

基本情况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需求 178万 176万 183万 184.2万 184.9万 

可提供 49万 50.2万 50.8万 50.9万 51.1万 

3.1.7 各高校对信息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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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许多高等院校纷纷开设了信息管理专业。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信息技

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经济管理专业由于其自身的繁琐复

杂性也预示着必将和信息技术相融合，所以在今后的社会市场中信息管

理和信息系统专业必将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社会需求会越来越迫切。

可是就该专业本身而言，由于是新兴专业在我国的建设尚属予起步阶

段，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而相关高校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针对

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现以南京审

计学院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为例，来分析其在信息管理

专业学科建设问题。 

（1）专业定位 

在专业定位方面，南京审计学院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两所高校根

据其所在的行业背景和学科群特色，从不同的行业角度出发，对信息管

理专业有不同的方向和定位。 

南京审计学院针对信息管理专业的定位，是结合现阶段的社会经济

需求。定位于培养不仅掌握现代信息系统的规划、分析、设计、实施和

运维等方面的知识与技术，更要具有现代的管理科学思想和较强的信息

系统开发利用以及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所以信管专业在课程体

系的设置中可减少经管类课程，增加一些大数据相关技术、工程、科学

的知识，使得信管专业的学生很快能够适应社会对大数据人才的技术需

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定位于培养掌握现代管理科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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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专业知识与信息管理能力，能从事信

息资源的组织与管理，信息系统的规划、分析、设计、维护等工作的专

门人才。 

我校信息管理专业定位于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

知识，掌握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以及信息管理等方面的

专业知识，能在各级政府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及事业

单位从事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维护和评价等方面的

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2）人才培养目标 

根据专业定位，南京审计学院的信息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于培养掌握信息管理方法与技术，从事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实施、

管理以及信息系统控制与审计等工作，具有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顺应时

代要求的、具有可持续发展潜质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

能全面发展的 IT 复合型应用人才。学生不仅掌握管理学和经济学基本理

论知识，而且掌握 IT 知识和技能，具备信息系统项目的组织、管理和研

发能力，为学生将来成长为信息系统项目经理、信息系统分析师、信息

系统架构师以及信息主管等高级 IT 人才奠定基础。学生能够在国家机关

和各企事业单位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管理和技术问题。可以从事

信息系统项目的规划、分析、设计、测试、运行维护项目组织实施咨询

及管理工作，以及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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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的信息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毕业生掌握经济管理、计算机科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信息技术

及管理技能的基本训练，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技发展的新动态，具有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与维护等方面的基本技

能。 

（3）课程设置 

南京审计学院针对信管专业的定位，构建了由公共基础课、必修课

和选修课的课程体系，必修课有：信息管理技术基础、会计学、管理学、

程序设计语言、经济学原理、审计学、数据结构、运营管理、财务管理、

管理运筹学、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开发工具、数据库原理与应用、信

息安全、企业资源计划、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选修课有：信息资源管

理、信息经济学、数据采集与审计、信息系统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审计、

JAVA 程序设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Web 开发技术、数据分析技术、

计算机审计实验、电子商务等方向性选修课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根据信息管专业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逐渐完

善和优化了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其课程体系主要包括数据结构、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计算机网络、Java 语言程序设计、信息分析与决策支持、项目组织与管

理、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ERP 管理与

应用、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Web 技术及应用、Java EE 技术等。 

根据我校信息管理专业的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形成了我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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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专业的专业课程库，主要包括管理类课程和计算机类课程。其中管理

类课程，主要由管理学原理、运筹学、生产与运作管理、物流学、生产

与运作管理等组成，计算机基础课程主要由信息系统分析设计、数据库

原理、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企业资源计划、Java 语言程序设计、Web

程序设计、面向对象技术、数据仓储与数据挖掘、企业级程序开发等课

程组成。 

综上案例所述，信息管理专业本身涵括了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

科技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和林业信息管理五个专业的内容，由于其内容

复杂繁多如果合理选取内容有机的组成新学科就显得十分重要。一个专

业只有当其形成一个完整紧凑的知识体系时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

专业，因此信息管理专业的发展重点就是要实现整体化、体系化的发展，

这也是其专业学科建设的一个宗旨。因此专业学科的建设必须做到综合

五个专业的内容知识，并归纳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然后力求将它们

综合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科学体系，做到既保证每个专业的知识都融于

其中，但又相互紧密、相辅相成，各专业知识有内在联系。又具有统一

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而不是相互离散割裂开来。只有这样建设专

业学科才可做到让信息管理专业形成一个独立而又完整的学科体系，才

可以实现专业的整体协调系统化发展。 

3.2 我校信息管理专业现状分析 

3.2.1 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知识，掌握系统思想和信

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以及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能在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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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及事业单位从事信息管理和信息

系统分析、设计、实施、维护和评价等方面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3.2.2 专业培养要求、毕业生应获得知识和能力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经济管理、计算机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信息技术及管理技能的基本训练，

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技发展的新动态，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信息

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与维护等方面的基本技能。 

毕业生应获得知识和能力： 

1. 具有较宽厚的经济学及管理学理论基础、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

应用能力； 

2. 掌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3. 具有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实施及维护与管理的能力； 

4. 掌握计算机网络与通讯技术，熟练使用与维护 Internet（国际互

联网），能设计、安装与维护 Intranet(企业内部网)； 

5.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组

织管理能力、独立的工作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6. 具有阅读和翻译英语专业书刊及较熟练的中、英文交流能力。 

3.2.3 人才培养 

专业培养目标：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以培养“厚基础、重技术、

强实践、会管理、能创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信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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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信息系统知识、管理科学知识，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系统

工程方法，了解本专业学科发展前沿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具备信息系

统分析与设计、信息组织与管理等方面能力，具有较高的外语、数学能

力的高级复合型、实用性人才。学生毕业后应当能够在国家各级管理部

门、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部门从事信息系统开发、信息管理、信息

系统规划、分析、设计、实施、管理和评价工作。 

教学条件：本专业教学条件一般，各种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勉强能

满足教学的需要。教学中除了学校提供的多媒体教学条件外，本专业所

在的管理学院还投入资金建立了多媒体教室、信息系统实验室等。另外

本专业还建立良好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所有这些基本能保证本专业教学

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环节相结合，

共安排了 6 个课程设计、3 个实习、若干实验技能训练以及毕业设计等

环节。在实践环节教学活动中按照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与学生双向交流，

培养学生在实践中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

学思想开展教学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本专业总体教学情况良

好，学生学习刻苦认真，教师教学工作积极负责。 

本专业十分注意人才培养工作，利用各种机会提高教师的业务水

平，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在科研活动中吸收学有余力的学

生参加，培养他们的科研工作能力，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

活动，以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综合能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主干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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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信息系统分析设计、数据库系统原理、计算机网络、电

子商务、企业资源计划、Java 语言程序设计、生产与运作管理、Web 程

序设计、面向对象技术、企业级开发。 

3.2.4 主要课程开设情况 

主要开设课程情况见表 4： 

表 4 主要开设课程情况 

课 

程 

类 

型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考 核 
方 式 学 

 

 

分 

学时分配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I 学年 II 学年 III 学年 IV 学年 

考 
试 

考 
查 

总 
学 
时 

理 
论 
教 
学 

计 
算 
机 
上 
机 

实 
验 
学 
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5 

周 

19 

周 

19 

周 

19                                     

周 

15 

周 

15 

周 

13 

周 

 

周 

公 

 

共 

 

基 

 

础 

 

课 

1 5621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2 32 32    4       
2 5621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3 48 48      4     

3 562103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6 96 64 实践 32     4    

4 561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3 48 48     4               

5 561102 形势与政策  √ 2 32 24 实践 8 

  

每学期 8 学时         

6 511101 体育(A)  √ 6 120 120     2 2 2 2         

7 076101 大学英语 √  18 300 300     5 5 5 5         

8 081101 高等数学(A) √  11 176 176     5 5             

9 081104 线性代数(A) √  2.5 40 40       4             

10 081106 概率与数理统计(A)  √ 3 48 48         4           

11 0911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 2.5 40 16 24   4               

小   计   59 980  916 24 

  

                  

学 

 

 

科 

 

 

基 

 

 

础 

 

 

课 

12 054201 数据库系统与应用 √  3 48 24 24    4      
13 055207 宏观与微观经济学 √  3 48 48       5             

14 053206 统计学原理 √  3 48 48           4         

15 053205 会计学 √  3.5 56 56           4         

16 051201 管理学原理 √  2.5 40 40         4           

17 056201 市场营销学（A）  √ 3 48 48             4       

18 053207 财务管理（B）  √ 2.5 40 40               4     

19 054203 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  4.5 72 48 24   4           

20 054202 数据结构(A)  √ 3.5 56 40 16         4         

21 051202 生产与运作管理（A） √  4 64 56   8         4       
22 051207 物流学 √  2.5 40 40        4      

23 054204 运筹学(A) √  4 64 54 10           4       

24 051302 战略管理  √ 2 32 32                 4   

25 054205  C++程序设计 √  2.5 40 28 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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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091202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 3.5 56 32 24       4           

27 054207 数据库原理 √  4 64 40 24        4        

28 054209 计算机网络 √  3.5 56 48 8       4          

29 054211 网络信息安全  √ 3 48 40 8           4       
小    计   57.5 920 762 150 8              

专 

业 

主 

干 

课 

30 054301 面向对象技术 √  2.5 40 32 8            4       

31 054315 管理信息系统分析设计 √  3.5 56 40 16            4      

32 054303 企业资源计划 √  3.5 56 40 16             4    

33 054313 Web 程序设计 √  4 64 40 24              4    

34 054304 电子商务（A） √  3.5 56 44 12   4       

35 054312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  3.5 56 40 16     4     

36 

 

054317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技术  √  3 48 40 8        4  

 小   计   23.5 376 276 100                  

主要实践项目如下表 5 所示： 

表 5 实践项目情况 

序 

号 
实践环节名称 

必 

修 

考 

查 

学 

分 
周数 

学  期  安  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 军训 √ √ 2 2 √        

2 社会调查 √ √  (3)  √  √  √   

3 企业经营模拟 √ √ 2 2     √    

4 ERP 模拟实践 √ √ 2 2      √   

5 前台开发工具 Delphi √ √ 2 2           √      

6 Oracle 数据库应用实践 √ √ 2 2       √  

7 前台开发工具 VC++ √ √ 2 2             √    

8 Web 应用开发实践 √ √ 2 2             √    

9 金工实习 √ √ 2 2      √    

10 毕业实习 √ √ 8 8         √ 

11 毕业论文 √ √ 10 10         √ 

合    计   34 37         

 

3.2.5 本专业建设现状及专业特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经过近十四年的建设，在教学、科研、实

验室建设等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1）针对每届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学生，我们把任课老

师长期从事科研活动的单位（特别是大、中型国营企业）引入到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生“科学实践基地”主题库中，与这些企业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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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进行科学实践基地建设和科学实践活动，并将企业发生的大量实践

案例引入到课堂教学中。目前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生科学实践基地

已达 5 个。 

（2） 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活动走入正常轨道 

针对每届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学生，我们将本科生参加科研项

目引入到教学计划中，让有课题的老师主动带领学生从事科研活动，把

大量的实践案例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增强学生

的学习兴趣，同时以西安软件外包学院作为基地，每一届学生都会在该

基地进行为期半月的实习，为其创造实践的机会。学生在此过程中，可

以发现很多问题，这样可以促使学生主动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思

路，不断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科生除参加本科课程实验训练

外，毕业设计直接和指导老师的科研项目相联系，使学生在实践能力方

面有了大的提高。 

（3）设立“专家顾问委员会” 

教研室结合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方向，邀请有关专家成立了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专家顾问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主要由校外专

家学者和企事业单位人士组成，他们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定期或不定期来我院讲学，就工程实践中的

问题与学生进行充分的交流，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熟悉

当前的工程热点问题和实践问题，受到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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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教学质量与社会评价 

建立了学校、学院、教研室三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学校、学院各

自独立的成立了教学督导组，每学期不定期对每位老师的教学情况进行

听课等教学督导，检查教案，教师讲课竞赛对教学过程提出建议。教研

室组织老师交叉听课，共同备课，进行每周一次的教学讨论等教学法活

动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外每学期组织教师和学生分别对每位教师

的教学效果进行评教，极大地推动了本专业的教学质量的提升，起到了

较好的效果 

3.3 我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问题梳理 

3.3.1 专业定位不清晰 

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信息管理专业目前没有统一的专业定

位。目前各个高等院校其专业侧重点不同，在设置专业时往往是根据该

院校自身优势特长定位专业，这就导致每个学校虽然可能都设有信息管

理专业但是实际上专业的培养目标、教学课程、培养模式都有很大差异。 

我校的信息管理专业隶属于管理学院，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计算

机科学等基础知识，掌握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以及信息

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能在各级政府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

研院所及事业单位从事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维护和

评价等方面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然而，在实际的课程设置方面，却是以管理学、经济学等课程、物

流管理。生产运作管理等管理类课程为主，更侧重管理学培养。信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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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专业本身就是由多个专业相融合形成的是属于交叉学科专业。因此在

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管理类课程只是信息管理的基础，计算机

技术类课程才是信息管理的一种主要手段。所以如果没有统一确定的专

业定位，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必定差异甚大，很有可能无法满足当前社会

的需求。 

3.3.2 人才培养方式单一 

根据大数据的要求来看，信息人才要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洞察

力，才能成功地驾驭海量信息，管理企业数据，建立分析系统，并且帮

助解读数据。但我们的培养方案忽略了学习实践能力的培养，即使配备

了实验教室或者是实践基地，实际使用率不高。所以很多信管专业的学

生就业时，实践能力较差，就业选择时就缺乏了竞争力。 

3.3.3 课程体系亟待更新 

当前高校的信管专业的课程，大多数还是以专业基础的课程为主，

这为培养信息型人才奠定良好基础。但是，许多学校的信息专业课程教

学内容过于陈旧，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且与大数据分析、电子商

务等当今社会主流的技术需求脱节。所以，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应对信

息专业课程教材进行更新，既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不断融入新知识、

新理论，使专业学生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课程体系不能满足当下对培

养大数据人才的需求。 

3.3.4 师资力量薄弱 

我国高校信管专业师资力量普遍较弱，真正本专业出身、高学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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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有专业背景的高职称教师偏少，缺乏具有企业背景和实践经验的

师资。特别是我校信管专业的师资建设方面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1）学科结构不合理：当前信管专业的教师主要以管理科学与工

程、物流管理等管理类专业为主，缺乏相关的数理统计分析、计算机科

学技术等专业的教师。 

（2）职称结构不合理：职称结构不合理，教授副教授比例比较低。 

（3）学历结构不合理：信管专业教师持有的学位目前仍以硕士为

主，取得过博士学位的教师仅占教师总数的 15％左右。 

（4）年龄结构不合理：40 ～ 54 岁年龄段的中年教师偏少，青年

学术带头人和信息技术教师严重缺乏。 

而且，在当前的大数据和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专注于大数

据分析和处理以及电子商务的教师较少，以至于传统的教师所教授的课

程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技术发展的需求。 

3.3.5 招生不景气 

随着，我校在陕西省纳入一批本科招生，加之今年生源数量的不断

减少，近些年，信息管理专业招生不景气。其实，从就业反馈的情况而

看，尽管我校信息管理专业 2015 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1.8%，但从就业

的岗位来看，从事与信息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和定位相符的岗位较少，而

从事管理培训生、销售等岗位的管理类岗位的人数占了很大一部分，从

而使得信管专业失去了原有的专业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专业的

招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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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信息管理类学生缺乏核心竞争力 

目前本科专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通病就是在培养上知识面宽但不深

入的问题。学生虽然广泛涉猎了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在深度和技术环

节积累却远远不够。因此大部分学生虽然按照培养计划完成了所有的课

程和实践环节，但在求职的时候，往往感觉自什么都会又什么都不会，

似乎信息管理专业所有部门都需要，而且工作都能胜任，但具体到某一

专业领域的系统开发或维护等工作岗位时候却又无所适从。加之受到软

件专业、计算机专业以及跨专业就业学生的冲击，使得信息管理类学生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面临的竞争较为激烈。 

3.3.7 各院校培养模式趋同特色不足 

众多的各种类型的本科院校开办信息管理专业，往往在培养目标和

规格、课程设置、培养模式等方面出现趋同现象，缺乏特色，难以满足

社会层次化、多样化、差异化的人才需求。 

3.3.8 重理论,轻实践 

在信息管理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多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并以课

程知识的掌握程度作为评定学生学习好坏的标准,忽视了学生实际操作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合作与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现有的培养方案

中虽有各种社会实践、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环节,但时间短、资源

少,难免流于形式,结果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目

的,导致培养出来的信息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实际开发能力、环境适应能

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能力差,在人才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出现

了就业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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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思路 

3.4.1 重新定位培养目标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是给予信管专业的一次机遇。在信管专业的培

养目标中，信管专业的学生不但要掌握现代信息系统的规划、分析、设

计、实施和运维等方面的知识与技术，更要具有现代的管理科学思想和

较强的信息系统开发利用以及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所以信管专

业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中可减少经管类课程，增加一些大数据相关技术、

工程、科学的知识，使得我们信管专业的学生很快能够适应社会对大数

据人才的技术需求。 

3.4.2 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逐步培养具有大数据时代的处理技术思路，完善培养人才培养方

案。现有培养的信管专业的人才只会管理传统的结构化数据环境，针对

大数据环境以及诸如 Hadoop 和 MapReduce 之类的开源平台还没有做好

准备。所以，现有信管专业的理论教学中的某些内容已经满足大数据的

要求，社会急需能够处理庞大规模和复杂结构数据类型的专业人才，包

括数据架构师、数据可视化人员和数据监管人员等等。根据这些新的职

位需求，信息管理专业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加强日常专

业实践，提高信管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以满足社会需求。 

3.4.3 更新课程体系 

信管专业是一个强调时效性技能的专业，所以我们要结合时代的需

求进行课程设置的调整，以保证培养的学生能满足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建

设的需求。信管专业的课程体系仍可以依照公选课、必修课，专业选修

32 



 

课，实践教学环节等几个模块来设计，但课程内容上应该增加一些与大

数据有关的课程，如“云计算”、“数据分析”等相关的课程。同时，增强

学生关于大数据处理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设置一些工程实训、软件

实习之类的实践操作项目，为学生搭建一个良好的实践平台。 

课程体系研究的出发点应根据市场需求来确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的定位问题，参照教育部大纲的要求，结合本专业的发展背景，

针对目前本专业现存的问题，确定体现本专业特色的培养目标，即学生

在大学四年学习过程中应储备哪些知识、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在此基

础上，参考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人文素质教学的相关内容，设置本专

业的课程体系，即三个阶段、多个模块；围绕课程体系的内容，对教材

体系进行修订，通过教学环节的管理与控制，最终输送符合本专业要求

的高级技术应用人才和管理人才。 

信息管理专业在加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实践教学的

思想指导下，不断研究教学规律，逐渐形成了“4 个教学阶段＋6 个课

程平台＋9 个能力训练模块”的特色教学模式，所谓“4 阶段”是指课

程学习经历“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职业迁移课

程及训练”的四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入、迈向职业阶梯的课程类型；“6

平台”是指课程体系赖以建立的 6 大平台课程：包括基本素质与技能、

行业技术、管理、开发、网络及职业素质等 6 大平台；“9 能力”是指课

程体系中所涵盖的专业基本技能、分析与建模能力、优化决策能力等 9

种技能训练（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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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改革

的重点和难点，是实现人才培养和实施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支撑。因此

本教学模式的基本内容与重点难点为： 

（1）重新构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体系，将管理、信息

及相关交叉领域的教学内容进行重组、融合，提炼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核心课程，奠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基础理论体系。 

（2）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体系重构的基础上修订培养

方案，加强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教学，并在课程安排的顺序

上作适当调整。 

（3）与修订后的培养方案紧密结合，进行有组织的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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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应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开发相应的多媒体网络课程

或课件，提高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水平，提高教学质量，推进课堂教学

的组织方式、考核方式的改革。 

3.4.4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对专业发展十分重要。我们可以引进具有大数据方向

工作背景的企业精英和科研骨干，或者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具有国际化

视野的优秀人才，同时也可以在目前的师资队伍中选送优秀的教师到相

关的大数据技术处理处于前沿的企业和高校去培养，他们都将是信息管

理专业建设的强有力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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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方案构建 

4.1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定位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社会带来各种新的需求和技术要求。高校的信

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专业（简称信管专业）作为对信息管理人才培养的主

要环节必然要顺应社会需求的变化，这就要求高校充分了解新的需求，

重新审视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方向，将目标要求落实到具体的专业建设

的调整和改变中去。 

4.1.1 重新定位培养目标 

紧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定位于解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需

求问题，结合根据我校的纺织学科特色及行业背景，重新制定我校的信

息管与信息系统专业培养目标。以“互联网+纺织”为行动，围绕纺织智能

制造学科方向，开展具有纺织行业特色的纺织信息化建设，开展纺织生

产管理、质量控制、智能制造方面的研究。 

4.1.2 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根据重新梳理的专业培养目标，结合学校现有的学科特色群，重新

制定信息管理与信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以管理学位基础，从企业需

求的适用性以及当前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前沿的视角出发，重新梳理信息

管理专业的包括课程体系在内的培养计划。其课程体系仍可以依照公选

课、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实践教学环节等几个模块来设计，但课程内

容上应该增加一些与大数据有关的课程，如“云计算”、“数据分析”等相

关的课程。同时，增强学生关于大数据处理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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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些工程实训、软件实习之类的实践操作项目，为学生搭建一个良好

的实践平台。 

4.2 人才培养模式方案构建 

4.2.1 人才培养方式多元化 

由于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涉及范围较广，因此可以在学生完成专业

基础课程和公共课程的教学后，再根据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而对其进行

不同方向的培养，并且设置相应的培养课程体系，从而使得课程的学习

更加具有针对性地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同时，以人才培养为目标，通

过将理论课程学习、上机实验、企业实践锻炼等多种人才培养方式相结

合的方式，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1）培养信息和信息系统的管理人才 

培养具有管理企业的日常信息资源的能力，熟练掌握信息处理技

术， 能够及时采集和处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各类信息的能力。 

（2）培养信息化管理的高层人才 

培养能够对企业进行信息战略规划及管理企业的信息系统项目和

信息资源，其必须要通晓管理知识、熟悉企业业务流程及具备完善的信

息技术知识体系，同时还要具有较强的社交能力、领导能力及应变能力。 

（3）为各行各业培养具有 IT 专门知识的管理人才 

培养能够掌握经营管理和信息管理的理论知识，熟悉企业业务流

程，并且能够熟练应用各种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及工具，以及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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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抓好课程实验、校内实训、假期社会实践、毕业

实习和毕业设计四个方面的实践教学，课程实验促进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吸收；校内实训提高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假期社会实践促进学生提高

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实习做好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变，

最终提高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就业创业能力，提高毕业生的考研率、

就业率和创业率，最终使学生学有所用。 

（4）培养优秀的系统规划和系统分析咨询师 

 培养能够掌握软件工程和面向对象分析技术的相关理论知识，熟

悉企业的业务流程，具备丰富的企业信息化建设经验，能为企业的信息

化建设提高系统需求分析和规划。 

（5）培养具有纺织背景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复合型、创新

型、应用型人才 

  纺织特色背景是学校赋予本专业的先天优势，一是要进一步优

化、提升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纺织信息化相关课程教学体系，探索

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体系中确立纺织企业信息化课程模块

结构，优化、组合纺织信息化相关课程，并形成课程群。二是凝练此类

课程的教学内容及要求，修订相关课程教材，突出学习上的广泛性和实

用性。 

（6）人才培养个性化   

改革教学考核方法，改进考核方式，增加设计类考核方式的比重，

促进学生独立思考。围绕核心课程分别成立兴趣小组，充分用好校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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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基地，以实训项目为单位开展实训研究，培养学生研究兴趣，增强主

动学习的能力。 

4.2.2 更新课程体系 

设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培养具有纺织服装特色的信息管理类复

合型人才的前提和基础。在课程体系建设上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突出特色课程建设 

进一步完善本专业纺织信息化相关特色课程，探索如何在信息管理

类的课程中恰当引入纺织与服装相关文化知识，对现有课程体系进行整

合，确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纺织信息化课程模块结构，明确此类

课程的教学内容及要求，形成此类课程教材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

修订完善适应面广、特色鲜明的 1 至 3 门课教材。 

（2）强化核心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   

按照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内容、一流方法、一流的条件、一流的效

果“五个一”的要求，建设高水平的核心课程体系，争取 1 至 2 项专业

核心课程进入校级、省级精品课程建设体系。以本专业核心课程为突破

点，加强精品课程建设力度，争取培育建设 2 到 3 门校级精品课程。 

（3）加大网络课程建设力度 

积极与校网络中心联系，将本专业核心课程全部摄像记录，发挥学

校精品课程建设平台或者 MOOC 平台优势，争取使本专业核心课程全

部网络化，为下一步争取省级精品课程创造条件。配合学校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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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学生网络学习的学分制方案，适应学生学习方式转变，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观念。 

此外，根据重新梳理的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在现有的课程体

系的基础之上，对课程进修重新梳理，从以下 6 个方面考虑，对信息管

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更新和完善。 

( 1 ) 从每门骨干专业课找出该课程的先导的必修课; 

( 2 ) 整合进没有考虑到的学科标志性课程; 

( 3 ) 添加一些公共基础课程; 

( 4 ) 添加一些专业领域的必需课程和学校特色课程; 

( 5 ) 增添一些能够提高应用层次和向周边专业辐射的课程; 

( 6 ) 增加一些能够扩充知识面、提高社会应对能力以及学生兴趣的

课程。 

通过对课程体系的更新完善，使得信管专业的课程体系更加具有社

会前沿性，切合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需求，从而实现信息

管理专业的改革。 

4.2.3 整合内外教学资源 

在优化师资队伍方面除要注重引进人才以及聘请外部专家教授之

外，更要注重在校青年教师的培养，内部资源优化的方式有多种，如图

3 所示。通过发挥专家教授的传帮带作用，提高青年教师的科研与教学

水平；通过到企业挂职锻炼，发挥学校与 IT 企业“零距离”合作方式，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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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能够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和解决企业存在的实际问题，不断提高自己

的实践能力，才能教好学生。当然在校教师也必须注重自身知识结构的

更新，保持科学研究及教学研究的活力。具体如下图 4 所示： 

 

图 4  信管专业师资力量优化方案体系 

4.2.4 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信管专业是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课堂教学是获取理论知识

的重要途径，但专业能力的培养更应该重视，尤其要培养学生的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和动手能力。针对理论培养体系的内容，将本专业的实践

体系分成上机实验、认识实习、专业实践、创新实践以及毕业设计 5 个

层次，每个层次又分别从多个角度进行培养，以满足本专业培养复合型

人才的需求。 

同时，可以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转变思路重新调整专业实践环节，

如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以弥补校内专业实验室实践环节的不足，从而影

响信息管理专业学生专业能力和素养的提升。进一步明确讲授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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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能力的关系，构建“课内实验-校内实训-社会实践-毕业设计（论

文）”相互结合的一体式、全过程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

能力。 

1、课内实验 

实验教学是一种特殊的认识事物的过程，能够巩固和加深对课堂教

学的认识。做好实验教学，一要总结前期实验教学工作，更新实验教学

内容，按照培养高级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目标要求，结合纺织特色，

合理设计实验教学内容。二要完成实验教学工作库建设，借鉴相关院校

实验教学经验，在前期实验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实验教学工作库，

完善实验大纲，编写实验教学工作指南。三是完善实验室建设，建设高

水平实验室（如下“实验室建设”所述）。 

2、完善校内实训，提高学生就业创业和动手操作能力 

一是校内实训室建设。在已有的校内学生实训室的基础上，利用本

次名校建设资助，更新设备，完善我院学生实训室，使其达到省内相同

专业领先水平。改进学生实训室管理模式，建立以院学生会、学生兴趣

小组自主管理为主，教师咨询为辅的管理模式。在运行上，参照实验教

学工作库相关内容，以“项目”为单位，按照企业“真实情景”的模式，

在兴趣小组的基础上自由组合，自主选题，自主分配任务，协调工作，

共同完成。 

二是开展科研训练。开放各科研平台供学生见习使用。将国家级重

大课题的研究引入本科见习过程中，吸引优秀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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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师配备学生科研助手，引导学生将课余时间用在科研创新上来。 

三是参与竞赛。学院团总支、学生会领导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以“挑战杯”科技竞赛活动为龙头，以“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为基础，发挥学生会等学生社团自主性，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

社会实践能力。 

3、增加校外实习基地，加强实习管理 

扩大学生实践教学场所，加强与咸阳纺织集团、山东如意集团、浙

江洁丽雅集团、西安软件服务外包学院等单位校企联合力度，利用企业

科研场所培养学生。鼓励学生参加实习基地的科研活动，可以毕业设计

的形式予以确认。 

加强毕业实习管理。制定完善学生实习手册，加强过程监督，积极

与实习单位联系，倾听实习单位的意见、建议，做好毕业实习管理工作。

加强学生实习安全教育，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增强实习单位的满

意度，帮助学生完成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 

4、做好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毕业设计工作流程，完善毕业设

计项目指南建设，将当今研究的热点、各级自然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选

择性的加入到项目指南中，使毕业生了解当今科研前沿，帮助他们思索

未来发展去向。 

5、实验室条件建设 

43 



 

（1）完善实验室硬件及软件环境建设 

目前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实验室 2 个，可同时容纳 120 余人，

服务器 2 台，可以为学生提供基本的网络服务。由于“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现有的设备已经无法满足学生及老师对硬件的要求。因此，需要

购买相关的软硬件，搭建数据处理及“云服务”平台，为学生实验及教

师科研提供优质的服务。 

（2）完善及优化信息管理模拟体验实验室 

①纺织企业管理信息模拟系统 

功能：该系统为纺织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简化版本，包括原材料管

理模块、库存管理模块、生产加工模块、销售模块等核心模块。学生能

够在进行完基本的环境体验之后，使用本系统了解纺织企业管理信息系

统的运行情况，通过分职能、分部门的角色扮演和相应管理模块的使用，

使学生了解在纺织品加工信息环境下，信息的产生、流动和处理过程，

对纺织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既有局部的认识更有总体的把握。 

②管理体验实验系统 

功能：模拟特定企业的内部环境和各职能单位。通过“企业管理环

境演示沙盘”，使学生对特定企业的企业环境，如各职能单位的岗位设

置、职能职责、企业业务流程等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使用企业职能模拟

设备对真实的企业环境进行模拟，不同的学生能够在该环境中同时处于

不同的职能单位，模拟不同的职能角色，模拟真实环境下企业的业务运

转，通过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完成企业日常事务。在该体验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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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对企业内部不同的部门及岗位有身临其境的体验，加深其对整

个企业环境的大局观和系统观。 

③企业 ERP 管理信息系统 

功能：该系统为企业资源计划 ERP 系统的演示版本，包括采购管理

模块、生产计划模块、财务管理模块、库存管理模块、销售管理模块、

客户关系管理模块等核心模块。学生能够在进行完基本的企业环境体验

之后，使用本系统了解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的运行情况，通过分

职能分部门的角色扮演和相应信息管理模块的使用，使学生了解在企业

信息环境下，不同部门产生哪些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进而流动到哪些

部门被如何使用，信息的传递方式，以及如何保证信息的准确、共享和

安全。在经过本系统的模拟体验之后，学生能够清楚的了解企业的信息

化状况，存在哪些问题，为企业的信息化分析和设计打下基础。 

④电子商务模拟系统 

功能：模拟纺织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包括供应商、代工企业、外

包公司、银行、分销商等网络成员。学生能够站在以上不同网络成员的

角度，对所处的信息环境进行体验和认识，了解信息在整个电子商务链

中的作用以及信息的传递与共享。能够站在行业的高度，对企业面临的

管理环境、产学研的结合等问题进行认识和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⑤信息安全模拟系统 

开展信息环境下计算机信息安全防范模拟实验，提高信息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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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学习各类安全解决方案。 

4.3 师资队伍和教学团队建设 

4.3.1 师资队伍建设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强化内涵建设，建立一支数量与办学规模相适

应，结构与提高教学质量相适应，整体素质与教学改革相适应的师资队

伍。以学校“追赶、超越”为基础，落实学校“十三五”规划相关要求，

争取建设周期内产生 1-2 名省级或国家级教学名师、1-2 支优秀教学团

队。提高科研对教学工作的支持、服务水平，促进各个科技创新团队发

展成为优秀教学团队。 

教师成长鼓励政策，营造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根据

学校的发展规划，实施“青年英才成长计划”，利用“两带一路”的相

关政策，设立青年教师发展基金，鼓励优秀青年教师在学术、教学上脱

颖而出。 鼓励中青年骨干教师国内、出国研修，支持教师在岗或者离

岗创业，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支持中青年教师参加国外访问学者工作，

选派 2 到 3 名优秀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并给予资金配套支持。支持有潜

力、有能力、有热情的青年骨干加入学院教学团队、科研团队中，在重

点学科、重大科研项目等建设工作中，早学习、早参与、早体验、早成

长，为人才队伍建设储备优秀人才。 

稳定骨干教师队伍，创造优越的学术环境，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

人，尊重骨干教师的创新思想，激发骨干教师的创业热情。 

合理引进人才，优化教师学历、学缘、职称结构。“十三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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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引进 2 到 4 名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博士后研究经历的高层次人

才；扩大校内外人才交流合作力度，通过建立长期科研协作关系、研究

生导师选聘、本科生外聘教师等形式，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扩大教学

学术团队范围。 

4.3.2 科研队伍建设 

以中青年学术骨干为基础，以创新团队为主体，结构合理，创新能

力强的高层次人才队伍，与我院建设国内一流的科学研究中心的要求相

适应，争取 1 支科研团队获得省级创新团队。按照学校规划，学院大力

实施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加强中青年骨干教师科学研究支持力

度，争取在“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杰出青年科学家”上取

得突破，朝着我校的“追赶超越”目标前进。 

4.4 创新教学模式 

4.4.1 推广“三阶段渗透”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采用“教学—实践—研究”相结合的“三阶段渗透”教学

模式。课堂教学着重阐述理论，使学生打好理论基础；阶段性实践让学

生参观浏览历代各类信息资源，对信息资源建立感性认识；研究是让学

生以作业方式或参与老师科研课题的形式，亲身经历信息资源研究的全

过程，达到理论实践相结合，知识转化为技能的目的。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广泛采用“三阶段渗透” 教学模式并形成相应制度。 

4.4.2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交替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如课堂多媒

体教学与空中课堂教学结合法、师生易位教学法、课外论文写作法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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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多渠道提供教学资源，增

加了学生学习的途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对教学的参与感。 

教学手段形式多样 一是建立空中课堂，利用我校校园网络资源，

发布网络教学课件、教学录像及有关的音像制品、教学相关文件，并通

过互联网在线交流等方式为学生提供自学指导，实现网络自学；二是积

极尝试加入 MOOC 平台，组织相应的制作团队，上传一系列精品课程

来提高知名度。 

注重对教师的现代教育技术培训，鼓励教师改革教学方法，在本专

业全部课程均配备教学课件的基础上，组织教学课件的交流活动，聘请

优秀教师讲解教学课件的制作思路，推荐优秀教学课件参加国家级教学

课件评比，争取 1 至 2 项教学课件获国家级奖励。 

4.4.3 建立空中课堂 

通过网络自学、在线交流等方式，充分利用校园网的免费资源（精

品课程建设计划）；发布网络教学课件、教学录像及购买的一部分与本

专业课程有关的音像制品、教学相关文件。通过互联网为学生提供自学

指导，实现网络自学，并在条件成熟时纳入培养方案。 

4.5 基于就业的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 

4.5.1 疏通就业渠道 

 以社会经济发展及企业需求为出发点，不断完善机制体制建设，

加强与相关企业和兄弟院校间的沟通交流，建立相应的“就业联盟”，不

断扩展就业渠道，拓展信息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面。同时，可根据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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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学生的兴趣爱好，在修完公共基础课程后，有针对性地划分就业方

向，从而使得学生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专业学生的

就业渠道。以倾向于计算机技术方向的学生为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

着手考虑，积极与用人单位进行对接，拓展和疏通就业渠道。 

（1）软件开发人员——帮助企业和组织开发管理应用软件 

（2）网络或系统管理员——企业或组织高效运行的保障； 

（3）企业信息管理员——在企业中从事信息收集、管理工作。 

4.5.2 加强就业指导 

在学校开设的《大学生职业发展》和《大学生就业指导》2 门课程

的基础之上，结合信息管理专业的具体就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

就业技能培训，帮助毕业生提高通用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提高就

业竞争力。同时，打造高水平、专业化的授课教师队伍。加强授课教师

的培养和提高，尤其是理论研究水平和实践能力，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适应我校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推进教师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

质量和水平。 

4.5.3 提高学生素质  

信管专业不同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应该是计算机与管理相互

结合的实用型专业，该专业研究的对象是一个组织及其计算机信息系

统，更强调信息的组织与管理，虽然也强调计算机技术，但计算机技术

只是工具，不是实质，最终目的是如何利用 IT 技术规范管理和提升管

理水平。因此，在培养过程中高校应注重信息素养及学生综合素质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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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加强学生信息组织与管理以及系统分析与设计能力的训练，信管专

业学生应当学习经济、管理、数量分析方法、信息资源管理、计算机及

信息系统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系统分析和设计方法以及信

息管理方法的基本训练，使得培养出的学生既懂经济管理，又掌握现代

信息技术理论与方法以及应用，毕业后能在国家各级管理部门、工商企

业、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等部门从事信息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

实施管理和评价等方面的具有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4.6 管理改革 

4.6.1 完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和文件 

进一步明确教学工作在学院工作的中心地位，将学院日常工作的重

心放在教学上来，明晰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职责，把教学作为教师的

首要任务，实行教学和教学管理考核一票否决制。加强学院教师服务理

念教育，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全方位育人的工作理念，完善教授、

副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制度和配套措施，不断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努力培

养高素质、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 

进一步梳理学院教学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在前期学校“规章制度建

设”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学院教学管理相关制度，理顺学生培养各

阶段的管理安排。在以后管理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更加强调服务意识，

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一线教师、科研人员更好地开

展工作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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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加强教学运行各环节的检查和评估  

通过每学期开学听课，期中教学检查，期末集体阅卷及教学总结，

以及相关的教研室集体备课，开新课、新开课试讲，青年教师说课等各

教学环节给予检查指导，坚持院领导和高年资教师听课制，院党政领导

联系各教研室制度，青年教师首次上课试讲制，青年教师导师制，教学

信息反馈制度，建立有效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有效控制住影响教学质

量的各主要关键点，在保证严格执行教学过程管理的同时，及时地获取

各种教学信息，确保教学管理和监控工作能贯穿于各教学环节中，充分

发挥教学管理的作用，有效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4.6.3 改进学生管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进一步改进加强院学生会和学生社团规范化建设，加强学生自我管

理、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博士讲座”、“科技讲座”等系列学术讲座等

举办形式丰富、内容健康、寓教于乐的大学生第二课堂活动，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成长成才。 

4.7 产学研协作一体化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重要任务是培养高质量的有纺织背景

的信息管理人才，在此基础上加强科研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构建

“校院（企）协作、工学交叉、创新转换”的产学研协作一体化模式。 

4.7.1 “校院（企）协作”探索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政、产、学、研、介结合的协作体系，加强与地方政府、行业

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纺织企业的联系，在学校党委和学院领导下，积

极联合山东如意集团、咸阳纺织集团、浙江洁丽雅集团等纺织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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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以及西安当地的信息管理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与网络公

司，如西安软件外包学院等企业，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成立“校院（企）

协作”联合办学领导小组，制定办学规划、人才培养方案等规章制度，

建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校外实验实训基地；积极开展校企合

作“订单式”人才培养实践，切实做好与企业等用人单位在师资、技术、

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合作，针对信息管理岗位需求，共同修订人才培养计

划，签订用人及人才培养协议，实现学生毕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业，

形成产学研协作联合的办学模式。 

4.7.2 开展“多学科交叉”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学生在学习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方面书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根

据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充分利用校内实验条件和

“校院（企）协作”的校外实训基地，在学院专业课教师的指导下，采

取“实习”、“助管”、“助研”等形式参与专业相关的科学研究、企业外

包业务等实践工作，通过完成实际项目，如学校科研数据库构建与维护、

课程网站设计和维护，纺织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与维护，以及信息

调研任务等，给学生提供经常性的实训机会，利用学习的知识来进行实

践工作，在实践工作中遇到问题再返回到理论学习中补充完善知识结

构，工学交叉，相互促进，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4.7.3 “创新转换”，实现科学技术的产业化 

积极争取和各级政府部门、纺织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在科技创新与

社会发展、人才培养与交流等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大力吸引企业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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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立研发机构和实验、实训中心，发挥双方优势，由学校提供场地、

师资和管理，企业提供设备、技术和师资支持，完善仿真实验实训场所，

保障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成立教师指导下的学生创业、创新团体（俱

乐部），推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促进信息管

理专业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相关虚拟平台，

为企业输出高新技术和人才，发展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输

出链，使企业借助人才和技术优势，开发新产品，创造更多的超额利润，

实现科学技术的产业化。 

4.8 专业辐射带动作用 

发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多学科交融和纺织背景特色，立足

于自身教学、人才和科研建设，辐射带动各相关专业在专业建设、教学、

课程体系改革和科学研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8.1 促进相关专业特色建设和课程体系改革 

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体系和人才队伍为核心，建设共享

教学资源，强化和提高管理专业、人文专业、艺术专业、法学专业、材

料科学专业、电子技术、化学生物、环境科学、信息技术等领域的自身

建设。通过共享课程、师资资源，完善课程体系，革新教学内容，对以

上各专业自身特色建设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4.8.2 提高相关专业科研管理信息化水平 

纺织相关科学研究具有显著的复杂科学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为了

实现海量科研信息的管理与利用，必须进行科学的管理与数据挖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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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理念与纺织相关科学研究相结合，制订材料科学、环境科学和

信息技术等相关专业的信息处理方案，既是现代科学研究的要求，也是

达到研究目标的保证。以专业知识与技术为基础，与材料、生物、环境

等专业开展科研、信息资源开发、技术、人才培养等合作，利用纺织背

景特色优势，在科研信息管理、数据挖掘等方面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4.9 专业辐射带动作用 

4.9.1 发挥纺织优势，服务陕西纺织行业 

纺织企业生产管理系统和纺织企业统计分析系统是我校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邵景峰老师专门为纺织企业量身打造，纺织企业生产管

理系统目前已经在咸阳纺织集团下两个分厂投入使用，并且已经使用了

11 年。纺织企业统计分析系统目前已经在白马集团和咸阳纺织集团使用

了 9 年。在此期间，根据企业个性化需求多次进行升级及维护，为纺织

企业信息化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科研及技术支持。 

4.9.2 培养具有纺织背景的复合型信息管理人才 

随着国家“两化融合”、“中国制造 2025”战略，以及纺织企业信息

管理系统等与纺织企业相关的信息系统在企业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

推广，对具有纺织背景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

大。因此，必需加大培养具有一定纺织知识背景，掌握现代管理学以及

信息系统设计基础理论，具有一定的计算机应用软件的设计能力、信息

系统设计与开发能力，能在各种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与纺织相关的管

理、行政、业务、科研、情报等部门从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作的应

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如信息主管、纺织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纺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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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析师、纺织信息系统开发工程师等的力度，增加招生名额，扩大

招生计划，增设相应的专业方向，为满足社会需求服务。 

4.9.3 构建纺织信息服务平台，满足纺织企业信息的需求 

利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实验平台、科技创新能力和师资力

量，结合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构建纺织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关于纺织

品加工、纺织品检验、多功能材料的研发等服务。针对纺织企业，该纺

织信息服务平台将提供科研成果转化、纺织相关人才输送、相关产品研

究及检验服务。针对社会，该纺织信息服务平台将提供纺织品检验、舒

适度测试等服务。其目的是将科研成果转换成经济效益、将高水准的技

术转换成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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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为主要代表

的互联网技术在社会各行业各业的逐渐深化应用，给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这一专业的发展来带了可喜的机遇与挑战，与此同时，也给信管专业

的课程建设带来了诸多影响。 

本研究以相关调查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我校的信息管理专业的发

展现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的

措施。同时，就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管理专业的发展，从专业定位、

人才培养模式和扩大就业面等方面给出了可行的建议。 

尽管，本研究立足于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对当前信息管理专

业的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重新梳理了信管专业的定位、人才培

养目标、课程体系设置等，在一定程度上给“互联网+”时代信管专业

的发展提出了可行的建议。但由于信管专业是一门交叉学科，各个高校

一直以来对专业定位模糊不清，专业特色不明显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信管

专业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信管专业如何把握好这一机

遇，如何在大数据环境下对信管专业的课程建设做出相应的适应性调

整，制定具有自身特色、并且能够满足“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电子

商务等人才需求的培养模式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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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信息管理专业建设现状 

人类信息利用与管理的历史：从古代单纯的区域性、手工记录，到近

代以图书馆为载体的技术型管理，再到如今现代管理时期——以网络、数

据库（或数据仓库）、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和手段为基础，专业化、技术化信

息管理人才作支持的各类信息资源的重组及利用，不断发展，其功能与作

用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在不断对信息利用深入的同时，以信息技术为背景和管理为依托的信

息管理专业开始进入大学教程。目前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

家已经设立了相近的本科专业。我国教育部在 1998 年对本科专业进行调整

时，将原有的“管理信息系统”、 “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科技信

息”等专业统一合并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管理”）

专业 [1]。并明确了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理

论基础、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掌握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

与设计方法以及信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能在国家各级管理部门、

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等部门从事信息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分析、

设计、实施管理和评价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 

经过10余年的教育实践，信息管理专业在我国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截至2015年数据统计，全国已有435所院校开设了信息管理专业[2]，该专业

将计算机技术与管理科学高度集成的特点充分体现，满足了“信息化带动工

业化”的人才需要，其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和专业

内涵的逐步完善，信息管理人才的培养必须保持高度的前瞻性和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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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是对专业的直接界定，是学生知识体系结构的外在体现。因此，

建立基础化的、综合化的、结构化的课程体系，是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的核心内容[2]。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设计并优化该专业的课程体系从而

培养符合专业特点和适应社会需要的本科人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1.2  研究背景和意义 

由于我国信息管理专业起步晚，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在课程体系建设

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1）部分高校不顾各自院校的具体情况，盲目照搬所谓统一的模式，

未能体现不同培养目标的要求[3]； 

（2）现行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存在既有内容重复又有知识或缺的问

题，如“管理信息系统”与“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等内容重复，占用了许多宝

贵的课时，而一些对培养学生现代信息技术与技能具有重要作用的知识却

因课时不足等原因涉及较少[4]； 

（3）教学内容过多，学生没有自主学习的时间，而且导致教师和学生

的精力的分散，学的博而杂，而不是专而精； 

（4）实践环节不够，信息管理专业要求有足够的动手能力，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但是校内和校外的实践环节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安排的不够[5]； 

（5）课程设置缺乏延续性，这一点在信息技术课程中体现尤为明显； 

（6）部分课程与时代脱节，因为信息技术更新换代快，部分教学内容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很多学生学习的技术在社会中已经被淘汰。 

同时，我国信息管理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在优化专业课程体系的课题上

进行着不懈地研究和探索，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融合的、结构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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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课程体系。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为全国高校信息管理专业的发展提供了

建设性的意义。但是我们需要针对位于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师

资力量的地方高校，需要采取差异化的课程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校在

学生能力素质的培养、教学资源的配置的专业成果的研究等方面巨大的作

用。以西安工程大学为例，信息管理专业课程的建设，同样需要一套个性

化的课程体系来满足社会、纺织行业对专业学生的知识技能需要，满足专

业学生对人生规划的需要，满足专业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需要。 

1.3  研究方法 

为了保证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和专业学生在社会

的竞争力，需要学院不断优化课程设置、丰富课程内涵，构建结构合理、

内容先进、系统完整的课程体系。 

为此，本报告将综合国内众多知名学者对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研

究与探索，借鉴国外（英、美）优秀大学成功的办学经验，提出符合地方

院校信息管理专业发展的教学优化方案。 

首先，通过收集英、美国两国知名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数

据，分析其课程设置的优势及特点；然后，通过对国内重点院校信息管理

专业课程设置数据的收集和对比，分析其课程设置的优势及特点。其次，

观察、研究不同类型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是否具有协同性和趋同性，并对比

中外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存在的差异，渴望能够对当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

的课程建设提出意见或建议，使课程的设置、人才的培养更加有的放矢，

以适应现在及未来社会的需求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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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高校信息管理专业开设情况 
2.1  国外开设信息管理专业的高校排名变化 

对于国外开设信息管理专业的高校，我们以美国高校为例来进行分析

研究。通过获取网络资源中的相关调查统计数据资料，得到了美国大学开

设信息管理专业的高校的排名变化情况，具体如表 2-1 所示： 

表 2-1  2014 年和 2015 年美国高校信息管理专业排名情况 

2014 美国高校信息管理专业排名 2015 年美国高校信息管理专业排名 

中文校名 英文校名 
排 
名 

中文校名 英文校名 
排 
名 

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 

卡耐基梅隆 
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 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loan) 

2 

德克萨斯大学

奥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3 卡内基美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3 

亚利桑那大学 University of Arizona  4 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4 
明尼苏达大学

双城分校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  
4 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5 

宾夕法尼亚 
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6 
伊利诺伊大学 

厄本那-香槟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Champaign 

6 

马里兰大学学

院公园分校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7 

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7 

佐治亚州立 
大学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8 
德克萨斯大学 
奥斯汀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8 

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8 佐治亚理工学院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9 

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10 康乃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10 
印第安纳大学

伯明顿分校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11 

加利福尼亚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1 

普渡大学 
西拉法叶大学 

Purdue University-West 
Lafayette  

12 
密西根大学-娜堡

分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12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2 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13 

密歇根大学 
安娜堡分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14 加州理工学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4 

德克萨斯大学 University of 15 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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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分校 Texas-Dallas 
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6 

加州大学 
洛杉机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6 

佐治亚理工 
学院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6 
普渡大学 

西拉法叶校区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17 

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derson) 

18 
马里兰大学 
帕克分校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18 

佐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 

(Terry) 
19    

   由上表所示的数据，可得美国国内著名的大学都已经开设了信息管理专

业，而且信息管理专业的综合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

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名校。 

下面通过对美国开设信息管理专业排名前 10 的高校的信息管理专业课

程体系进行具体分析。 

（1）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的信息管理在 sloan 管理学院下面，叫做系统设计和管理

(System Design & Managemengt),它不仅仅学习管理方面的知识，更要学习

系统设计，如系统架构、系统工程和系统项目管理等等。MIT 的 SDM 偏重

于系统设计方面，而学校也会提供相关的管理知识、工程学知识还有领导

能力方面的知识的学习，这些知识都会在系统设计中体现出来。MIT 的 SDM

里面有些课程是综合系统设计和管理两方面的知识的，例如系统架构、系

统工程和系统项目管理等。课程设置分为三种：基础课程，必修课程和领

导课程。其中领导课程学生课程共包括 3 门基础课，8 门必修课，4 门选修

课，1 门论文课程还有 1 门系统论文课程。学校的必修课程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麻省理工学院信息管理专业必修课 

序号 课程名称 序号 课程名称 
1 系统结构 6 技术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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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工程 7 供应链运营管理 
3 系统项目管理 8 市场创新 
4 工程风险效益分析 9 产品设计和开发 
5 系统优化 10 技术战略 

从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麻省理工学院的信息管理专业是

偏工科的，因为核心的课程都是与系统设计有关的，例如上面说到的系统

工程和系统项目管理等课程，但是里面还是有穿插很多管理方面的知识。 

（2）卡耐基梅隆大学 

卡耐基梅隆的信息管理是设在 H. John Heinz III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下

面的，全称为信息系统管理。它的教学特点是 IT 实践能力和商业方法，学

校偏重于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而学校也向学生提供较多的研讨和学

校。卡耐基梅隆大学信息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分三个方向，分别是技术与

技术管理、组织管理与策略和项目管理。学生必须修满 5 门技术与技术管

理方向的课程，4 门组织管理与策略方向的还有 2 门项目管理方向的课程。

而学生可以选择一个集中研究的方向，有电子商务，商业智能，信息安全

管理，服务管理和医学情报可供选择。总的看来，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信息

管理专业是比较偏重于管理知识方面的学习的。 

（3）亚利桑那大学 

亚利桑那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是设在 Eller 商学院下的，该校信息管理

专业的课程比较偏重于当今一些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的研究，例如 ERP、

SCM、CRM 以及三者的整合等，具体课程如下表 2-3 所示。亚利桑那大学

的课程设置特色在于其有一个面向学习的主要研究项目（Master project）的

计划，该计划学生要用大概一年的时间和导师在一起完成新的系统开发工

作或学术论文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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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亚利桑那大学信息管理专业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序号 课程名称 

1 信息管理职责 14 企业计算环境导论 

2 管理信息技术 15 业务流程管理系统 

3 IT 战略 16 数据管理技术及应用 

4 软件设计与集成 17 软件 Agent 和多 Agent 系统 

5 商业沟通 18 人工智能导论 

6 网络计算挖掘 19 面向服务的系统分析与设计 

7 网络社会问题 20 运营管理 

8 管理技术Ⅰ 21 项目管理 

9 管理技术Ⅱ 22 信息系统战略管理 

10 公众和私人信息安全 23 供应链和物流 

11 生物医疗安全信息学 24 知识管理技术和实践 

12 系统模型仿真 25 数据驱动的知识和决策智能 

13 决策支持模型 26 协同计算 

从亚利桑那大学的课程设置来看，其更加偏向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课程，

同时与贯穿了一些管理技术和项目管理的相关的管理类课程。但是值得我

们去学习的是，该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如生物医疗安全信息学、人

工智能导论、软件 Agent 和多 Agent 系统、数据驱动的知识和决策职能等课

程是最新的信息学科和计算机学科以及与信息管理相关的交叉学科的课

程，符合最新的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科前沿和设计经济发展的需求。 

（4）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信息管理是设在 Smith 商学院下面的，全称是决

策信息技术（Decision & Information Technology），这是一个 MBA 课程。但

是学校提供有三个方向分别是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s）、操作管理 

(Operations Management)和企业分析（Business Analytics）。其中信息系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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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管理信息系统的操作和 IT 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研究，操作管理是注重培

养学生运营管理公司的能力或是服务机构或是生产企业，企业分析是注重

培养学生的商业分析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后适合从事管理咨

询类的工作。 

（5）宾夕法尼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信息管理是设在沃顿（Wharton）商学院下的，全称

是信息管理，该校的信息管理是比较偏商科的，它的核心课程包括会计、

企业财会、决策模型、技术管理和经济管理等十门课程。选修的大致分两

个方向即偏技术和偏管理，其具体的课程如表 2-4 所示。 

表 2-4 宾夕法尼亚大学信息管理专业的选修课 

课程编号 技术类课程 课程编号 管理类课程 

1 生物医药与生物技术学 1 金融学 

2 IT 与通信技术 2 创新与创业 

3 材料科学 3 领导力培养 

4 纳米技术与材料科学; 4 市场营销 

  5 运作管理及其他技术 

 由上表可知，该校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必修课偏向与培养学生

管理方向专业技能，而在选修课上其课程分为技术类课程和管理类课程供

学生选择，其中技术类课程偏向于生物学、材料学等与信息学的交叉学科。 

（6）纽约大学 

纽约大学的信息管理是设在斯特恩（Stern）商学院下，全称叫信息操

作管理科学（Information Operation & Management Science）。纽约大学的信

息管理专业主要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企业内外部信息和如何优化企业管理

模式的。该专业有三个细分方向，分别是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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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管理（Operations Management）及统计学（Statistics）。 

（7）乔治亚州立大学 

乔治亚州立大学信息管理是设在罗宾逊（Robinson）商学院下的，全称

叫计算机信息系统（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从该校的课程设计可以

看出学校组要是面向有商科背景的学生，因为该校信息管理专业的基础课

程就包括会计、组织行为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等，而核心课程包括

信息技术项目管理、进程创新、系统整合、软件需求管理、数据库管理系

统和通信设备设计等 6 门。 

与此同时，乔治亚州立大学有 5 个具体的方向可供参考，分别是信息

系统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和项目管理、无线组织、医疗讲课信息学及商业

流程创新信息学。该校信息系统管理方向培养学生的定位主要是能够从事

信息系统的管理工作或者信息系统的技术顾问工作，信息系统开发和项目

管理方向培养学生以后从事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系统项目管理，主要

培养学习具备从事信息系统质量监督和信息系统整合工作的能力。 

由此可见，包括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内的全社会对信息管理人才的培

养质量的要求，其以学生就业方向为导向，根据信息管理专业学生的不同

就业方向，有针对性地对其课程体系进行更新，使得学生能够学习到与未

来工作中将会实际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2.2  国内开设信息管理专业的高校排名变化 

     对于国内高校选取了 2012-2015 年国内开始信息管理专业的高校排名

和当年国内高校所开设信息管理专业的高校数量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其具体结果如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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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2012-2015 年国内开设信息管理专业高校综合实力前 20 名 

2012 年国内高校 
信息管理专业及排名 

2013 年国内高校 
信息管理专业及排名 

2014 年国内高校 
信息管理专业及排名 

2015 年国内高校 
信息管理专业及排名 

学校名称 
（开设高校 400

所） 

排 
名 

学校名称 
（开设高校 427

所） 

排 
名 

学校名称 
（开设高校 435

所） 

排 
名 

学校名称 
（开设高校 445

所） 

排 
名 

武汉大学 1 武汉大学 1 武汉大学 1 武汉大学 1 

天津大学 2 清华大学 2 南京大学 2 合肥工业大学 2 

吉林大学 3 南京大学 3 天津大学 3 清华大学 3 

大连理工大学 4 浙江大学 4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4 浙江大学 4 

南京大学 5 中南大学 5 中南大学 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5 

中国人民大学 6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6 浙江大学 6 大连理工大学 6 

华中科技大学 7 天津大学 7 清华大学 7 北京大学 7 

合肥工业大学 8 大连理工大学 8 大连理工大学 8 南京大学 8 

清华大学 9 西安交通大学 9 西安交通大学 9 哈尔滨工业大学 9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10 合肥工业大学 10 合肥工业大学 10 天津大学 10 

哈尔滨工业大

学 
11 哈尔滨工业大学 11 哈尔滨工业大学 11 中南大学 11 

北京大学 12 华中科技大学 12 北京大学 12 华中科技大学 12 

重庆大学 13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13 华中科技大学 13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13 

中山大学 14 复旦大学 14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14 复旦大学 14 

中南大学 15 北京大学 15 复旦大学 15 西安交通大学 15 

浙江大学 16 中国人民大学 16 中国人民大学 16 南开大学 16 

河海大学 17 南开大学 17 南开大学 17 中国人民大学 17 

北京理工大学 18 中山大学 18 北京理工大学 18 北京理工大学 18 

郑州大学 19 福州大学 19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19 吉林大学 19 

中国地质大学 20 华中师范大学 20 中山大学 20 同济大学 20 

    由上表可发现 2012-2015 年间国内高校开设信息管理专业排名前 2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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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情况，其中以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为代表的国内重点大学

的信息管理专业的综合实力较强。在地区分布上，信息管理专业综合实力

较强的高校主要分布在北京、浙江、江苏、湖北及天津等经济基础良好，

信息产业较为发达的中东部地区。 

而对于西部地区的陕西地方高校而言，2012-2015 年间信息管理专业综

合实力冲进前 20 名的高校分别为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其中，

西安交通大学从 2013 年和 2014 年的第 9 名下落到 2015 年的 15 名，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在 2014 年仅仅排在全国第 19 名。 

其中，2012-2015 年全国开设信息管理专业的高校数量呈现出增长趋

势，具体如图 2-1 所示： 

 
 图 2-1  2012-2015 年国内开设信息管理专业高校数量折线图 

由上图可以看到，从 2012-2015 年国内开设信息管理专业高校的数量呈

现出增长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内高校已经充分认识到信息

管理人才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性，积极新增开设信息管理专业以满

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与此同时，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国内 168 所高校开设的信

息管理专业参与了 2016 年的信息管理专业的排名，其具体的排名情况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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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所示： 

表 2-6  2016 年国内开设信息管理专业高校综合实力前 20 名 

高校名称 排名 高校名称 排名 

上海财经大学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1 

中山大学 2 吉林大学 1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 南京理工大学 13 

华中科技大学 4 武汉理工大学 14 

哈尔滨工业大学 5 西南财经大学 15 

天津大学 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6 

中国医科大学 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7 

中南大学 8 中国传媒大学 18 

重庆大学 9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校区 19 

西北工业大学 10 合肥工业大学 20 

从 2016 年最新排名数据来看，国内高校信息管理专业综合实力前 20

名的高校发生了变化。其中对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的地方院校而言，信息

管理专业综合实力前 20 名中依旧只有两所高校，但是与之前 2012-2015 年

的数据相比陕西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整体综合实力水平基本未发生变

化。具体表现为，西北工业大学取代了之前的西安交通大学排到第 10 名，

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从之前的 19 名上升的 16 名。 

2.3  国内外高校信息管理专业开设情况分析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整个信息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对

应的是信息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也对信息管理专业

人才的专业技能要求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国内，尽管各个高校已经认识到培养来信息管理专业人才的重要性，

并且积极着手开设信息管理专业，即从 2012-2015 年国内开设信息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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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校数量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且根据趋势预测在未来的几年间仍然呈现

出继续上涨的态势。但是从国内整个开设信息管理专业的高校来看，开设

信息管理专业的高校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经济差异，即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高校的信息管理专业综合实力较强，而中西部地区高校的信息管理专业的

综合实力仍有待提高。 

对于西部地区的地方院校的信息管理专业的高校而言，根据 2016 年最

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有西安交通大学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等高校的信息管理专业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但信息管理专业整

体上的水平并没有显著的提高，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仍值得进一步发掘。

由此，根据课题组前期的调查分析，并结合本课题组多年来从事信息管理

专业的实际的教学工作经验，认为需要从课程体系的更新、课程体系的拓

展以及课程体系的优化三个方面来进行深入地研究分析： 

（1）课程体系的更新 

在课程体系的更新上，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信息管理专业是一个具有

较强“时效性”的专业，积极地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最

新前沿，积极地开展对现有课程体系的更新工作，使得信息管理专业的学

生能够学习到符合社会需求的先进的信息管理方面的专业技能，从而提高

他们的社会认可度，提高信息管理专业的社会声誉。 

（2）课程体系的拓展 

 在课程体系的拓展上，高校中相关的培养计划的制定者需要根据毕业

生的就业反馈情况来认真研究分析信息管理专业学生能力的短板。在此基

础之上，结合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地对课题体系进行一定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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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增加一些企业的实践锻炼实训课程，通过对课程体系的拓展已达到对

信息管理专业在就业中的“短板”进行有针对性地“加长”。 

（3）课程体系的优化 

在课程体系的优化方面，首先应该认识到来信息管理专业是一门交叉

学科，并且结合自己学校的学科优势和特色明确信息管理专业的定位。作

为开设信息管理专业的高校，应该明确信息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以及

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在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并且根据学生

就业的反馈情况来及时地对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梳理和优化，逐

步优化课程体系中各个学科的比重，使得高校中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更

加符合信息管理专业的定位，培养出特色鲜明且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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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外高校课程设置分析比较 
3.1  英美两国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研究分析 

为了给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提供一个合理的、前瞻的发展

方案，通过比较国内部分高校与国外（英国和美国）高校在设置信息管理

专业课程体系上的相似点和不同点的基础之上，以实现对国内外高校信息

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先进经验的借鉴。 

为此，课题组设立了网络爬虫程序，通过网络爬虫技术爬取到了相关

国内外大学网站的关于信息管理专业课程的相关数据资料，并且结合图书

馆及网络电子期刊中各种文献资料，分别收集了英国和美国 5 所大学的课

程设置的具体情况，并将搜集到的 10 所高校的核心课程信息汇总整理成如

表 3-1 所示的数据： 

表 3-1    英、美大学信息管理专业核心课程 

学校 
专业及方向

设置 
信息管理专业核心课程设置 

拉夫堡大

学 
计算机信息

管理专业 

情报学研究，社会咨询，www 编程，计算机系统，网页

设计和制作，信息媒体管理，软件项目管理，计算机的

法律和专业性问题 

谢菲尔德

大学 
信息管理 
专业 

信息素养，组织内信息和通信网络，信息管理探究，信

息管理概论，数据库设计，学习型组织的信息管理，信

息检索：搜索引擎与数字图书馆，信息系统建模，信息

管理项目，信息管理与策略，信息系统和信息社会，项

目方法和准备 

伦敦大学

学院 
商业信息管

理专业 

管理基础，信息领域，编程 1-JAVA，信息系统，通信与

行为，市场营销导论，财务会计概论，认知系统与智能

技术，编程 2，管理信息和控制，数据库系统，软件工程

和人机交互，电子商务，商业环境下的竞争，网络技术

和管理，项目管理，交互设计，创新管理，商业道德和

公司，社会责任，通信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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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利斯

特维斯大

学 

信息管理 
专业 

信息研究基础，信息时代的计算机工具，信息研究技能，

法律基础，金融管理，有效沟通，信息组织和检索基础，

信息检索、信息源：进入、使用和评估，管理信息系统、

研究方法论，知识管理，信息素养，工作实习 

诺森比亚

大学 
信息和图书

馆管理专业 

电脑绘图（技术和操作），视图通讯，通讯理论与实践，

以客户为导向的管理，网页制作，信息存储和检索，综

合咨询项目，信息服务：资源和供给，知识运营，新媒

体营销，理论研究与实践，个人及专业的效力，CEIS 合

理定位，公司资料库管理、学习支持和用户需求分析，ICM
本科生论文，社会、法律及道德问题、信息专业人才 

伊利诺伊

大学 
信息技术 
专业 

信息组织与获取，图书馆、信息与社会，参考咨询与信

息服务，图书馆及信息机构的管理，编目与分类 I，网络

系统导论，图书情报科学信息处理基础 

北卡罗来

纳大学 
信息系统 
专业 

文献组织，信息资源与服务，资源选择与评价，人类信

息交互，研究方法，信息职业的管理，学位论文，信息

工具 

锡拉丘兹

（雪城）

大学 

信息管理与

技术专业 

信息和信息环境；图书馆和信息职业概论，参考咨询与

信息素质服务，图书馆规划、营销与评估，信息资源：

组织和存取，管理理论与信息职业，通讯与信息政策纵

览 

华盛顿大

学 
信息管理 
专业 

生命周期理论，信息行为，信息资源、服务和收集，信

息与资源的组织，社会环境下的信息，信息职业指导与

培训策略，研究方法，信息机构的管理，信息检索，XML，
数据库设计，网络系统管理 

密歇根大

学 
 

信息管理 
专业 

社会系统的信息：收集、流动与处理，语境咨询与项目

管理，网络化计算机运作：信息存储、交流及处理 

其中，英国的 5 所大学在英国泰晤士(TIMES)报[6]2014 信息专业排名中

位居前 5，学校依次为：拉夫堡大学[7]，谢菲尔德大学[8]，伦敦大学学院[9]，

阿波利斯特维斯大学[10]，诺森比亚大学[11]；同时，选取了《美国新闻与世

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发布的图书情报专业排名前 5 的 5 所

美国大学，依次是伊利诺伊大学[12]，北卡罗来纳大学[13]，锡拉丘兹（雪城）

大学[14]，华盛顿大学[15]，密歇根大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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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3-1 中，我们发现，信息管理专业在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的定位都

不尽相同，如拉夫堡大学的专业定位为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侧重于计算

机能力的培养；伦敦大学和阿波利斯特维斯大学的专业定位为商业信息管

理专业，侧重于企业管理理论的教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诺森比亚大学

和美国五所样本大学的专业方向为图书情报类专业，主干课程包含大量的

信息管理类课程。将 10 所院校的课程依据其课程所反映的核心内容进行比

对，将相同内容的课程归类，共同开设频率较高的统计分析出来如表 3-2

所示。 

表 3-2   10 所以上院校开设的共同课程列表 

课程 
种类 

 
 

    学校 
 
课程 

拉

夫

堡

大

学 

谢菲

德尔

大学 

伦

敦

大

学

学

院 

阿波

利斯

特维

斯大

学 

诺

森

比

亚

大

学 

北

卡

来

罗

纳 
大

学 

伊

利

诺

伊

大

学 

 
雪

城

大

学 

 
华

盛

顿

大

学 

 
密

歇

根

大

学 

 
总

计 

图书情

报类 

信息资源 
与服务 

 √ √ √ √ √ √ √ √  8 

档案和记录管

理 
√  √ √ √ √ √ √  √ 8 

研究方法  √  √ √ √ √ √ √  7 
儿童和青少年

服务 
    √ √ √  √ √ 5 

数字图书馆  √    √ √ √   4 

信息技

术类 

信息组织 √ √ √ √ √ √ √ √ √ √ 1
0 

信息检索 √ √  √ √ √ √ √ √ √ 9 
数据库  √ √   √ √ √ √ √ 7 
信息系统 √ √ √ √   √  √  6 
计算机语言 √  √ √ √    √  5 
人机交互   √   √  √  √ 4 

经济管

理类 
商业信息   √ √ √ √ √ √ √  7 
项目管理 √ √ √  √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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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 √ √   √   4 

道德法

规类 

法律及道德 
问题 

√  √ √ √ √ √ √ √ √ 9 

信息素养 √ √  √  √ √ √ √ √ 8 

综合表 3-1 和表 3-2 可以发现，英国大学与美国大学在信息管理专业的

课程设置方面相差较大，但是在各自的大学间具有极高的相似性。比如英

国大学开设的课程主要包含了四大课程类型：图书情报类、信息技术类、

经济管理类和道德法规类。而且，在以上四类中，5 所英国大学开设课程都

有所涉及，但侧重有所不同。譬如，拉夫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开设课程

以信息技术类课程为主，其次是经济管理类，而谢菲尔德大学和阿波利斯

特维斯大学主要以图书情报类为主，诺森比亚大学课程类型较为平均。同

时，美国大学信息管理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偏重于图书馆情报类，重视图

书馆资源的架构与管理，涉及信息的收集、组织和存储。 

由表 3-2 的共同课程数可以看出，英、美大学在课程设置上都严格按照

信息管理学科内涵,将图书情报类、信息技术类、经济管理类和道德法规类

四大类课程贯穿在学生的专业学习内，培养学生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与图

书情报密切相关的有信息资源与服务（开课比例占 80%），档案与记录管理

（开课比例占 80%），研究方法（开课比例占 70%）；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

的有信息组织、信息检索、数据库（开课比例分别为 100%、90%和 70%）；

与经济管理密切相关的有商业信息、项目管理（开课比例各 70%）；与道德

法规密切相关的有法律及道德问题（开课比例占 90%）、信息素养（开课比

例占 80%）。与我国的课程设置的另一不同点是美国普遍开设针对某一群体

的研究课程，如与儿童、青少年、成人等有关的课程有：儿童文学介绍、

青少年文学、儿童与青年图书馆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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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 10 所大学，我们发现，英、美大学在开设信息管理课程时不

仅能兼顾专业内涵——教授信息技术、经济管理理论及原图书馆情报理论，

并且通过课堂教学把道德伦理与法规约束传递给专业学生。这说明外国大

学在注重信息人才培养的同时，更不忘提升未来社会人的信息素养——从

事合法的、为社会做贡献的精神。 

从课时的安排上，英国和美国大学都将部分课程分多学期开设，不仅

仅局限在一个学期，而且可能在不同年级开设相同课程名称但难度系数不

同的课程，如伦敦大学学院的编程课程有分编程 1 和编程 2；或将某一课程

的教学横贯整一学年，在秋季（Fall），春季（Spring）、夏季（Summer）均

开设，并设置相同的学分，如英国拉夫堡大学的信息媒体管理课程在大二

(Year2)秋、春、夏三学期均有开设，并且强调学生注重信息处理系统的设

计、架构、实施和评估，这些研究能够与计算机技术管理知识相互补全，

形成循序渐进的吸收与提高过程。相比之下，国内大学在开设信息管理专

业课程时,专业课程基本上只学习一个学期，其中缺少必要的衔接和扩展、

整合课程内容的环节，从而导致了部分学生在专业学习时出现专业知识“广

却不精”的现象。 

在选修模块的设置上，英国大学开设的课程数量远远少于美国大学。

以英国拉夫堡大学为例，学院在大二（Year2）与大三（Year3）时开设的选

修模块中，包括信息学与系统，2D 电脑绘图，人为信息处理，网络标记语

言，信息和知识管理，国际电子等课程。相比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选修

课多大 151 门，北卡罗来纳大学 96 门、雪城大学 59 门、华盛顿大学 65 门，

英国大学开设的选修课程普遍偏少，但是选修权重较大，平均每门有 20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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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美国大学选修模块主要体现为课程涉及广泛，但粒度较小，细化程度

高。 

表 3-3 为爬取的北卡罗来纳大学选修课程，该校课程设置以图书馆情报

为中心，衔接信息技术、经济管理和道德法规等三类课程：针对服务类型

——不同年龄段的图书馆用户，教授特定用户的信息服务、讲故事、儿童

文学表演、青年用户服务的管理等图书馆分众管理课程；针对专业学生信

息素养的培养，开设信息伦理、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等图书情报与道德

伦理类综合课程。 

表 3-3  北卡罗来纳大学选修课程示例 

值得关注的还有，美国大学开设的选修课程中包含众多的研讨会、专

题讨论。表 3-3 为北卡罗来纳大学选修课程示例中的数学与艺术人生研讨

学校 课程设置的方向 选修课程示例 

 
 

 
北卡罗来

纳大学 
 

高校图书馆 
特定用户的信息服务，教学与艺术人生研讨

会，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等 

公共图书馆的青少年服务 
讲故事，青年用户服务的管理，公共图书馆

研讨会，儿童文学表演等 

信息与文献组织 
信息检索，数据库 II：中级数据库，元数据

构建与应用，文档挖掘等 

参考咨询 
企业信息，健康科学信息，音乐图书馆，用

户视角的信息系统与服务等 

学校媒体 
学校图书馆媒体中心，信息伦理，课程问题

与学校馆员等 

专门图书馆与知识管理 
专门图书馆与知识管理，企业信息，法律图

书馆与法律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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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共图书馆研讨会，这些课程涉及到的不仅仅有本专业理论知识，更

多的是启发学生去接触其他领域的新鲜事物，开拓学习和研究的视野和热

情。在研讨会中，学生提出疑惑——学习中出现的或讨论时联想到的，导

师和学生们相互讨论、分析，最终解决问题。这种教学形式使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更加深刻，更有益于消化和吸收新知识，引发学习乐趣。 

3.2  国内大学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研究分析 

   为了了解国内大学信息管理专业的开设现状，笔者浏览了国内开设该

专业的大部分院校，阅读并下载了各开设学院公开的信息管理专业培养（教

学）计划表。根据分析的需要从中挑选出 10 所重点院校的培养计划(视为样

本组，分别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济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

等)，结合笔者在读大学的课程安排，从而分析国内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计

的基本特征。 

   剔除 10 所国内高校统一开设的公共基础课部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大学通识课程），只对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进

行汇总分析。根据收集到的各课程名目，笔者将课程分为 A 类课程（普遍

开设，即样本高校开设率达 70%以上），B 类课程（部分开设，即样本高校

开设率低于 70%）。 

表 3-4  国内大学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开设率表 

A 
类 
课 
程 

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100%）、数据库原理及应用(100%)、计算机网络(90%)、

管理学原理（90%）、运筹学(90%)、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80%）、管理信息系

统(70%)、会计学(70%)、数据结构（7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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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 
课 
程 

信息资源管理（60%）、市场营销学（60%）、电子商务（60%）、信息管理概论

（50%）、面向对象程序设计（50%）、信息存储与检索（50%）、操作系统（40%）、

财务管理（30%）、离散数学（30%）、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30%）、网络信息

安全（30%）、网站设计与开发（30%）、信息分析与预测（30%）、信息经济学

（30%）、信息组织（30%）、运作管理（30%）、专业外语（30%）、程序设计基

础（30%）等 

由表 3-4 开设课程可以看出，国内本专业的学习内容涵盖了计算机学

科、图书情报学科和管理学科的核心课程。从表 3-4 所列的课程开设率表来

看，国内大学开设课程普遍注重经济管理类课程和信息技术类课程的结合，

这也准确地反映出国内大学对信息管理专业的认识——一门基于现代先进

经济、管理理论的、借助于先进的计算机工具进行信息管理和信息处理的

学科。 

从 A 类课程内容来看，国内大学和英国大学的开设情况基本相似，经

济管理类方面有经济学、管理学基础和会计学等注重基础理论的教学，信

息技术类方面包含数据库原理及应用、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及数据结构等偏重于信息技术、系统开发的教学。同样在 B 类课程中，高

校对其他经济管理类和信息技术类课程也保持相对较高的开设率，如市场

营销学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都占有一半以上的开设比例。同时，B 类课

程中也出现了若干图书情报类课程，如信息存储与检索和信息组织等，但

比例已经远远低于前两类课程。 

为了研究国内大学信息管理专业的发展重点，笔者对 10 所大学开设的

所有专业课程进行分类并比较各类型权重，得到下表(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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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类型的权重分布 

院校名称 信息技术类

（权重%） 
经济管理类

（权重%） 
图书情报类

（权重%） 相对权重最大类 

清华大学 62.50% 31.25% 6.25% 信息技术类 

北京大学 27.8% 44.4% 27.8% 经济管理类 

上海交通大学 39.1% 56.6% 4.3% 经济管理类 

南京大学 34.8% 21.7% 43.5% 图书情报类 

武汉大学 38.9% 27.8% 33.3% 信息技术类 

北京理工大学 38.5% 53.8% 7.7% 经济管理类 

济南大学 52.0% 40.0% 8.0% 信息技术类 

中国科技大学 25.0% 66.7% 8.3% 经济管理类 

北京工商大学 30.0% 60.0% 10.0% 经济管理类 

华中科技大学 40.0% 56.7% 3.3% 经济管理类 

根据表 3-5 对各课程权重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6

所高校在课程设置上侧重于经济管理知识的教学，同时信息技术类课程仅

次于经济管理类，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而信息管理类课程，如信息资源管

理等课程在这些学校内开设较少。说明以上高校在设计课程体系时，重点

提升学生的管理素养，并且通过培养学生对计算机技术的掌握，发展出适

合社会、企业需要的 IT 型管理人才。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及济南大学的课

程更多的是倾向于信息技术类的教学，其中清华大学的信息技术类比例更

是高达 62.5%，济南大学为 52%。与清华和济南大学不同的是，武汉大学

在课程类型分布上基本平均，意在培养管理、图情、计算机技能相平衡的

综合性人才，而清华大学和济南大学的信息技术类课程和经济管理类课程

（比例排第二）远远高于图书情报类课程，逐渐脱离传统的图书情报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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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在 10 所高校内，南京大学是唯一一所重点发展图书情报学教学的高

校，计算机基本理论知识和应用课程次之，经济管理类课程跟其他两类相

比偏低。这说明南京大学注重学生利用计算机应用能力来进行传统的信息

手机、组织、检索和利用的研究。 

与国外大学相比，国内大学大都忽略了对专业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

以至国外大学普遍开设的道德法规类课程在国内高校的课堂上鲜有耳闻。

不难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以信息技术为手

段的网络犯罪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秩序的毒瘤。帮助提高全民信息素

养，建立和谐的网络环境是我们信息管理专业学生首当其冲的义务，所以

掌握一定的法律信息对于自我约束和社会服务都具有莫大的意义。 

由于国内高校信息管理专业的发展背景不同，部分由原情报学、图书

馆学等相关专业发展而来，部分由原管理信息系统发展形成，还有部分则

是依托经济管理学院成立的，所以信息管理专业在国内大学的所属学院不

尽相同。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北京工商大学为例，清华大学的信息管

理专业隶属于经济管理学院，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管理信息系统之一；北京

大学则由情报学而成，所属学院为信息管理；北京工商大学的信息管理专

业开设在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不同的学科背景造成国内高校间同专业

的课程设置也不尽相同：除普遍开设的 A 类课程外，每个学校根据自己的

大学科优势，开设具有该学校特色的相关经济管理类或信息技术类课程。 

3.3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研究分析 

以西安工程大学为例，信息管理专业在本科四年的课程设置中，安排理

论教学、课程设计等课程（见表 3-6），另外专业学生必须达到或超过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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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选学分，即大学课程总数达 68 门。课程主要集中在大学前三年开设，根

据部分课程的难易程度、内容衔接情况，进行了适当地调整。在第四学年，

专业学生获得大量的课余时间进行实习活动、毕业设计，进而更好地实践

专业知识、规划未来职业生涯。 

表 3-6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 

学 
年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年 课程名称 学

分 

第 
一 
学 
年 

大学体育 I 1.0 

第 
二 
学 
年 

大学体育 IV 1.0 

大学英语一 4.0 大学英语四 4.0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3.0 会计学 3.0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1.5 计算机组成原理 3.5 

军事技能训练 2.0 经济学 4.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开放性实验项目 1.0 

微积分一 4.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5 

线性代数 A 4.0 企业战略管理 2.0 

学会学习 1.0 社会实践 2.5 

程序设计综合实习 3.0 形势与政策 2.0 

大学体育 II 1.0 应用文写作 2.0 

大学物理 B（上） 2.0 

第 
三 
学 
年 

操作系统 3.5 

大学物理 B（上）实验 0.5 电子商务 3.0 

大学英语二 4.0 管理信息系统 3.5 

劳动 1.0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2.5 

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 3.0 统计分析 2.5 

数据结构 3.5 信息系统设计与实践 2.0 

微积分 A 二 5.5 运筹学 3.5 

信息技术导论 3.0 就业指导 1.0 

第 
二 

大学体育 III 1.0 生产与运作管理 3.0 

大学物理 B 下 2.0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技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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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共选修模块，学校设置了经济管理类、科技素质类、哲学社科

类等，体现出学校积极凸显西安工程大学学生在相关纺织、制造等领域的

竞争优势。 

对于西安工程大学而言，作为一所具有纺织学科优势的院校，在开设

各专业课程设置的时候都密切联系纺织背景，这也是一所纺织院校的专业

特色。目前，涉及信息管理专业教育领域的主要有三股力量，分别是计算

机科学界、图书情报界和经济管理界。这力量代表了不同的侧重点，在研

究方向、人才培养上形成巨大的差异。 

表 3-6 详细地罗列了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 2007 级学生在本科四

年内的公共基础课、专业选修课及专业必修课等具体课程名目。根据列表，

我们对西安工程大学的课程类型进行汇总如表 3-7 所示，研究西安工程大学

信息专业的研究方向和发展定位。 

 

 

学 
年 

大学物理 B 下（实验） 0.5 网络工程 3.5 

大学英语三 4.0 市场营销学 2.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0 信息资源管理 3.5 

管理学基础 4.0 市场营销学实践 3.5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3.5 专业外语 2.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习 1.0 信息管理新技术讲座 2.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0 信息管理学 2.5 

.net 程序设计 1.5   

  第

四

学

年 

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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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信息管理课程类型权重 

信息技术类课程 学分 经济管理类课程 学分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3.0 管理学基础 4.0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1.5 会计学 3.0 

程序设计综合实习 3.0 经济学 4.0 

数据结构 3.5 电子商务 3.0 

信息技术导论 3.0 生产与运作管理 3.0 

电子技术基础 3.5 市场营销学 3.0 

电子技术基础实习 1.0 市场营销学实践 3.5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3.5 信息管理学 2.5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实习 1.0 合计 26 

.net 程序设计 1.5 信息管理类课程 学分 

计算机组成原理 3.5 信息资源管理 3.5 

操作系统 3.5 合计 3.5 

管理信息系统 3.5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2.5   

信息系统设计与分析 2.0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技术 2.0   

网络工程 3.5   

信息管理新技术讲座 2.5   

总学分 55.5   

由表 3-7 对西安工程大学课程的分类来看，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

开设高级语言程序成绩、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技术等偏重于信息技术的课

程较多，课程数占三大类专业总课程数的 70%（21 门/30 门），此类总学分

占三大类专业总学分的 65.3（55.5 学分/85 学分）；信息检索、信息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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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信息管理课程开课率极低（课程数仅为 1，学分权重仅占 4.1%），仅仅

开设信息资源管理这一门信息管理课程；同时经济管理类课程如管理学基

础、会计学、经济学等开设率次于信息技术类，开课总数达 8 门，学分权

重为 30.8%。以上类型分布，反映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特别注重计算

机语言、信息系统设计与分析等技术领域的知识教学，但在培养学生计算

机能力的同时也意识到单纯的计算机教学无法体现信息管理的专业内涵和

提升专业学生的社会竞争力，特别是与计算机专业学生的竞争，必须选择

适当经济、管理门类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并且逐渐脱离传统图书

馆情报的专业方向。所以，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的专业定位为培养

具备娴熟的计算机能力、现代管理理论的信息管理人才。 

3.4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比较分析 

以西安工程大学为例，在 2012 年对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调

整，调整后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知识，

掌握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以及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

识，能在各级政府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及事业单位从事

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维护和评价等方面的应用型高级

专门人才。 

相应地，在课程体系方面，对原有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进行了扩展

和优化，增加了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其具体的课程体系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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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12 年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优化调整后的课程体系结构，中以学科基础课、公共基础课占了相当

大一部分，而专业课程则相对较少仅占 20%，具体的各类课程统计结果如

公

共

基

础

教

育 

专

业

教

育 

1.面向对象技术 

2.企业资源计划 

3.数据仓库与数据库挖掘技术 

4.电子商务 

1.ERP模拟实践 
2 Web应用开发实践 
3.毕业实习 
4.毕业论文 

1.计算机应用基础 
2.C++程序设计 
3.数据结构 
4.Java 语言程序设计 
5.计算机网络 
6.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信

息

管

理

专

业

课

程

结

构

体

系 

学

科

基

础

教 

育 

人文社科 

管理系列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5.形势与政策  

外语系列 

自然科学系列 

大学英语 

1.高等数学         2.线性代数 

3.概率与数理统计   4.运筹学 

计算机科学 

与应用系列 

宏观与微观经济学 

体育系列 

经济学基础 

专业基础 

1.管理学原理 
2.财务管理 
3.生产与运作管理 
4.战略管理 

1.管理信息系统分析设
计 
2.Web程序设计 
3.数据库原理 

 

1.前台开发工具 

2.数据库应用实践 

 

管理学基础 

专业选修课 

校公共选修课 

1.企业经营模拟 

2.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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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所示： 

 

图 3-2  2012 年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课程类型图 

在对国内大学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研究分析和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

理专业课程设置研究分析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西安工程大学在信息管理

专业课程的设置上遵守我国信息管理领域对该专业的理解和定义。在各类

别课程名目中，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开设课程与国内高校开课比例

较高的课程保持基本一致。表 3-8 中——我国信息管理专业开设的 10 大主

流课程，在西安工程大学的四年本科课程全部包含。 

表 3-8 中英美信息管理专业设置比较 

英美信息管理 

相关专业 
开设院校数 

我国信息 

管理专业 

开设院 

校数 

信息组织 10 经济学 10 

信息检索 9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10 

法律及道德问题 9 计算机网络 9 

信息资源与服务 8 管理学原理 9 

档案与记录管理 8 运筹学 9 

信息素养 8 
信息系统分析 

与设计 
8 

研究方法 7 管理信息系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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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息 7 会计学 7 

项目管理 7 数据结构 7 

数据库 7 信息资源管理 6 

表 3-9 将国内大学与英、美大学开课比例较高的 10 门按开设院校数降

序排列，可以看出英、美大学在核心课程的额设置上较倾向与信息组织与

检索相关课程及信息素养等方面，我国课程规划方面是经济管理、计算机

应用与信息系统分布均匀，而信息法规毫无涉及。 

在表 3-8 的课程设置中，我国和英、美开设课程相同的仅仅为数据库和

信息资源等。从开设院校数可以看出，英、美开设课程数目最多的信息组

织、信息检索等课程在国内开设院校还不足一半，而表 3-2 中开课率较低

（40%）的数字图书馆、人机交互在国内则没有出现在新信息管理课程设置

中，这些课程在国内大多以选修的形式开设；我国院校开设最多的课程是

经济学和数据库，其次是计算机网络、管理学原理和运筹学，其中数据库

在国外大学开设院校较多（数量为 7），但经济学开设比例很低，绝大多数

以选修方式开设。外国大学管理相关专业的总体特征是重视信息组织与检

索相关课程，管理学较少，这与我国高校普遍重视管理类课程（表 3-6 中，

管理类课程占 5 门）是不一样的。 

通过对英美信息管理专业、国内信息管理专业及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

理专业课程设置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的专

业定位和课程设置与英国拉夫堡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美国华盛顿大学，

国内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及济南大学保持一致。所以，对这些大学的研究

或借鉴更能获得宝贵的经验。 

人机交互课程作为信息技术类课程，逐渐进入大学课堂。如今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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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快速发展，传统输入模式（鼠标、键盘等）逐步转变为触摸式输入。为

了适应不断更迭地人机交互模式，发展新颖的交互手段，专业学生有必要

对相关课程进行了解和掌握。同时，在经济管理类课程中，西安工程大学

大部分经管课程仅局限在国内范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国际化的步

伐，国家范围内的经管知识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增设国际商务、国

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市场等国际性视角的课程对专业学生在拓宽视野和未

来市场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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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分析 
4.1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现状的调研 

在与国内外大学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对比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了更进一

步地分析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现状，以便更好地对地方院校

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拓展和优化，使其培养出的信息管理人才更

加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为此，以西安工程大学为例，通过设计网络

问卷的方式，对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情况进行调研，如图 4-1 所示。 

  

图 4-1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调查问卷 

此次调研问卷，主要面向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在校生、应届毕

业生以及往届毕业生而开展的，其参与调查人数累计达到 217 次，具有的

样本分布如下图所示： 

其中在调查统计中以在校生和应届生为主，对于在校生主要是了解在

校生通过实际的学习情况对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意见和

建议，对于应届毕业生主要是了解他们通过之前课程的学习而获得的专业

技能，在其求职找工作时的作用及其反馈情况，对于往届毕业生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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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了解之前在校期间在所学的课程及获得的技能与实际的工作中的需

求的匹配情况，调查他们对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的意见和建议情况。 

 

图 4-2 问卷调查对象分布图 

与此同时，课题组还针对信息管理专业具体的《数据仓储与数据挖掘》

课程设计了纸质版的调查问卷，针对西安工程大学 2012 级的 60 余名发放

了问卷进行了调查。 

4.2  信息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反馈情况调查 

4.2.1  问卷设计 

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不足和缺

陷，笔者对西安工程大学历届信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1）调查对象 

此次调查的调查对象主要面向信息管理专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和往

届毕业生，其对象涉及到已经就业、自主创业、待业和继续升学深造的多

种就业选择的毕业生。 

（2）调查方式 

此次调查通过发放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两种方式，向信息管理专业应

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发放问卷共 1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2 份，有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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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率达 85%。由于调查范围有限（没有涉及西安工程大学毕业的所有信管

专业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问卷结果无法全面反应西安工程大学本专

业的大学生就业情况，但对优化课程设置仍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本次问卷从毕业生的性别、目前的就业情况（就业、读研、留学等）、

最近一次就业时间、至今有几次就业经历、就业地区、单位性质、单位员

工规模、从事工作类型、专业对口程度等 9 方面了解毕业生当前的就业形

式。其问卷的具体编制程序和方法如下： 

①首先通过文献检索和个别访谈，分析当今大学生对专业满意度的大

概情况以及影响大学生对专业满意程度的因素； 

②其次根据开放式问卷和深入访谈了解西安工程大学不同年份毕业生

对各信息管理专业的满意度以及对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的建议等； 

③在此基础上确认调查项目，编制问卷。 

④再随机抽取部分同学，进行预调查。在预调查的基础之上，根据预

调查反馈的意见，并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对一些易产生歧义的题目和选项进

行修改，以使问卷结构更科学、结果更能反映出实际情况；最后形成正式

问卷。该问卷共 11 题，通过问卷主要了解大学生对专业的了解程度、对专

业的感兴趣程度、对所学习的专业的意见以及对学校在专业学科建设上的

建议等方面的情况。 

4.2.2  结果分析 

在回馈的 102 名毕业生中，79%的学生选择了就业，3%的学生选择自

主创业，同时分别有 6%和 2%的学生继续学业——读研和留学，剩下的学

生正处于待业或失业阶段（9%和 1%），具体如图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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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3  信息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图 

就毕业生的去向而言，西安工程大学毕业生选择就业的占据有很大比

例，只有少量学生（8%左右）会选择继续深造，这可能与浙江沿海城市浓

厚的商业氛围有关。在选择就业城市的选择上，大部分学生（91%）都表示

就业地区在浙江本地，只有少量学生选择在山东、江苏或上海等地发展，

该项清楚地表明了西安工程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地意向，但可能也受毕业生

生源地的影响。在就业学生的单位性质和工作内容的研究中，得到如 4-4

图所示的统计结果： 

 

图 4-4  毕业生调查对象的工作类型统计图 

国企或事业单位的学生占 22.2%，其他学生都在各类私营企业中工作。

并且其中 30.9%的工作类型为经营管理，12.3%的工作类型为技术开发，市

场营销和业务服务占据最高比例，50.6%，这说明西安工程大学毕业生在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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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一两年内从事的工作大多为基层类工种。 

针对如何突显专业学生在就业时的自身优势，笔者联系毕业生的就业

心得和工作经验，从毕业生在工作中最有用的知识、影响信管专业就业的

主要原因、提高哪些技能能使信管专业的毕业生找到更好的工作、用人单

位比较关注信管专业毕业生的哪些条件、教学对信管毕业生就业最大的影

响等 5 方面考虑专业学生在大学在读期间需要完善的自身能力。 

在未来工作可能涉及到的知识中，毕业生们普遍认为管理与营销知识

在工作中起到的作用是最大的，这也与西安工程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类型向

一致。其次是技术知识（33%）。与毕业生沟通过程中，笔者发现，部分学

生表示更愿意在大学期间学会一门突出的技能（比如 C++编程），而不是掌

握几门基础的理论知识。 

在影响信管专业就业的原因分析中，毕业生认为“本专业特色不鲜明”

和“专业定位不明确”是造成西安工程大学专业毕业生求职困难的主要因素

（比例都达到 80%以上，此项为多选题）。同时认为“专业学生能力欠缺”比

例也占到 66%，而“学生职业规划不好”或“就业指导工作不力”仅仅在 22%

和 9%。显然，专业学生认为造成毕业生求职困难是因为用人单位难以发现

本专业学生的就业优势。经笔者了解，政府机关在用人（如国家公务员考

试）时，对信息管理专业的定位不明，导致本专业既不属于管理学，又不

属于计算机类的尴尬局面。在 2010 年末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中，浙江省对本

专业本科学生的需求仅为 3 人（其中 2 名额限制党员），结果造成了千人挣

一个岗位的局面。 

当问到“提高哪些技能能使信管专业的毕业生找到更好的工作”时，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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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选择了外语能力。因为在求职信息中，用人单位普遍将通过四、六级

作为他们筛选人才的一项标准，很多大学期间未通过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

同学以此被众多国营企业（银行等）、大型私营公司拒之门外。而且还有 31%

的学生认为良好人际交往能力是进入优秀企业的敲门砖：在面试这一关卡，

良好的沟通能力将帮助你给面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他三项——信息技

术技能、经济管理知识和逻辑分析能力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求职加

分。 

在最后三项——用人单位比较关注信管专业毕业生的哪些条件、教学

对信管毕业生就业最大的影响及毕业生对专业设置的建议的调查中，大部

分学生认为动手能力或实践经历是信管学生最迫切、最需要提升的方面。

无论是 IT 项目培训经验还是实践活动（教学），都是毕业生就业时最大的

能力资本。在专业设置的建议中，有些学生提出了增开实践课程、开设讨

论课程的想法。 

4.3  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建设共性与特殊性研究 

4.3.1 以西安工程大学为例 

以西安工程大学为例，探索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

并从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出发，根据人才培养定位的具体要求，结合学校

实际的情况制定出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基于此以培养目标为基础构建符合

培养目标并且能够达到预期的人才定位要求的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

才。其具体的课程体系构建流程如下所示： 

（1）制定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 

以西安工程大学为例，信息管理专业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下的二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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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隶属于管理学院，其人才培养定位于培养能在各级政府部门、工商企

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及事业单位从事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分析、设计、

实施、维护和评价等方面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与此同时结合学校的优

势学科群及行业背景兼顾其他的行业的信息化建设。 

（2）确定信息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国内信息管理专业设置的总体方向和目标，教育部已做出明确规定，

即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掌握

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及信息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

能在国家各级管理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等部门从事信息

管理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管理和评价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西安工程大学作为地方理工类院校，其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在企事

业单位从事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及实施等方面的应用型人才定位，基于

此梳理出信息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即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计算机科学

等基础知识，掌握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以及信息管理等方

面的专业知识。但是该专业并非经济学、管理学和计算机技术的简单堆砌，

而是由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主干课程的交叉性学科。 

（3）构建符合人才培养定位和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 

基于上述的掌握现代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知识的人才培养目

标和基于能偶在企业事业单位从手机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等方

面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主要学习经

济管理、计算机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接受信息技术及管理技能的基本训练，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技发展的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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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与维护等方面的

基本技能。 

4.3.2 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共性 

根据前期的调查统计分析结果，并且结合于国内外高校信息管理专业

课程的对比分析，得出当前地方高校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存在以下

的共性问题： 

（1）课程体系与技术发展脱节 

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技术更新周期短，包括地方院校在内的很多

院校的信管专业的课程设置跟不上信息技术的更新，一些与信息技术发展

密切相关的体现现代管理思想的信息技术课程并未开设，并且没有辅以配

套的实验、实践、实习课程，而这类课程对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实践操作能力，增强学生就业自信心起着重要作用。 

（2）课程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 

信管专业是信息技术与管理科学的交叉学科，其学科基础由三部分组

成：现代管理科学、现代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现代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

其培养出的人才应当能够承担各级各类的信息管理工作，从事各种类型的

信息系统建设与管理。然而，以地方院校为代表的国内院校在设计课程时，

一般是在传统的经济管理课程的基础上，结合统计、运筹和计算机软件及

部分硬件课程，再辅以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课程之间缺乏紧密衔接

与配合，远没有达到融合的程度。 

（3）忽视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实验教学偏重于传统的验证性实验，缺乏综合型、设计型以及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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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程的开设，忽视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进行研究设计等综合能力的培养。 

4.3.3 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特殊性 

在对比分析国内外高校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和西安工程大学的

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后，我们梳理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

系的一些特殊性问题。 

（1）人才培养定位及课程体系中行业特色不鲜明 

西安工程大学作为地方院校中的理工类高校，其具有鲜明的纺织服装

行业背景和特色。众所周知，纺织服装行业的信息化建设由于起步较晚，

当前的信息化建设还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急需大量的既懂纺织生产工艺

流程又懂管理、计算机技术的高级复合人才。 

然而，西安工程大学校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中却定位于培养能

够在企业事业单位从事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与维护等专门型应用人才。

其缺乏明确的行业特色，未充分依托学校的纺织优势学科群来实现信息管

理专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其课程体系中也缺乏相应的与纺织服装行业

密切相关的课程，如纺织概论等。 

（2）课程体系中缺乏动态的反馈调整机制 

根据对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及往届毕业生

的调查得知，该校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相对比较固定，缺乏相应

的课程反馈调整机制。信息管理专业作为时效性较高的专业，在课程体系

中及时融入一些最新的信息技术和管理理念相当重要，并且需要适时根据

学生及毕业生的反馈情况，对现有课程体系中的课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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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体系更新周期较长 

从之前梳理出的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过程可

得知，该校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的设置是根据培养方案中的人才培养

定位和目标来确定的，也就是说课程体系的变更是随着培养方案的变更而

变更的。培养方案的变更一般具有较长的周期，而且这个周期远远超过信

息技术变化发展的周期，这就意味的该校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很难

融入一些最新的复合社会需求的课程。也就是说，学生进入的专业课程的

学习阶段时，仅仅根据现有的培养方案来开设课程，从而无法了解和学习

较新的课程。 

4.4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优化改革方向 

基于上述问题的分析，我们梳理出以西安工程大学为代表的地方院校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的优化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具体来说： 

（1）课程结构有待优化。 

为西安工程大学为例，信息管理专业的建设目标是培养具备现代管理

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知识，掌握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以

及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能在各级政府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

科研院所及事业单位从事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维护和

评价等方面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然而，在实际的课程设置方面，却是以管理学、经济学等课程、物流

管理。生产运作管理等管理类课程为主，更侧重管理学培养。信息管理专

业本身就是由多个专业相融合形成的是属于交叉学科专业。因此在信息管

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管理类课程只是信息管理的基础，计算机技术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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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才是信息管理的一种主要手段。所以如果没有统一确定的专业定位，这

样培养出的人才必定差异甚大，很有可能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2）课程内容有待更新 

从与国外高校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对比来看，我们的信息专业课

程教学内容过于陈旧，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且与大数据分析、电子

商务等当今社会主流的技术需求脱节。所以，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

学校应对信息专业课程教材进行更新，既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不断融

入新知识、新理论，使专业学生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课程体系不能满足

当下对培养大数据人才的需求。 

（3）课程体系有待拓展 

根据大数据的要求来看，信息人才要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洞察力，

才能成功地驾驭海量信息，管理企业数据，建立分析系统，并且帮助解读

数据。但现有的课程体系，只是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式学习，学

生缺乏相应的动手操作能力的锻炼和学习。从而使得，在具体的培养过程

中，忽略了信息管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即使有些课程配备了实验教学

环节，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该环节常常被省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着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提高。所以很多信管专业的学生就业时，实践能力

较差，就业选择时就缺乏了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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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优化 

根据西安工程大学信管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形的调查，综合中、英、美三

国共 20 所高校的课程特色和可借鉴之处，笔者从教学方式、课程类目及课

程结构等三个方面提出合理的优化、改革意见或建议： 

5.1  教学方式的优化 

5.1.1  加强实践环境的建设 

    在如今课程设置的基础上，适当减少理论课程的教授，增加学生接触

科研项目和企业生产环境的机会。借鉴国外大学优秀的科研方式，加强实

验室建设，设立任何学生都可以参与的科研组（以导师带头研发或完全以

学生为团队成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结合课程与专业设置有目的

地开展项目研究，让学生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得到更深地理解和强

化。 

5.1.2  提供自我思考的平台 

在课程设置中，吸引英美两国大学的教学特色——研讨会或专题讨论，

引导学生采用以问题延伸问题的不断思考分析、不断自我解决的学习方法。

提供管理案例或实用技术的专题讨论课程，重视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素养的

培养，从而更好地运用专业知识到社会、经济等领域中。在专题案列研讨

时，先由教师对案列所可能应用到的理论知识点进行回顾和店铺，对案列

的相关背景资料进行重申；然后以小组合作、可生研讨、课下自主讨论、

课上陈述、接受提问、全班讨论、各组互动打分、老师点评的方式完成案

列教学，课后还要求以小组以单位提交完整的案列分析报告和修改后的

PPT，供教师评分和上传到网络资源中形成共享。 

 44 



5.1.3  提供（双）外语授课的环境 

信息管理专业作为新型的复合型学科，需要不断地借鉴、结合国内外

先进的研究成果来更新知识体系，丰富专业内涵。对于教学内容而言，欧

美国家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发展水平高，众多前沿知识，技术资料都是

英文原版的，开设（双）外语授课的好处就是能让学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

知识本身，更准确和及时地理解和掌握新型技术和理论，更能够适应全球

经济一体化、人才国际化的需要。同时，学生通过外语书籍的阅读，提高

自身的语言技能，在未来的研究或就业中具有其他单一语言同学无法比拟

的竞争优势。 

5.1.4  提供交流平台 

    邀请业界成功及知名人士到课上与同学交流，促进专业本科生与研究

生、留学生等不同层次学生、不同专业学生的广泛交流，促进知识的转换

与吸收。学院应该鼓励和协助专业学生创办学科期刊，使专业学生积极参

与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各方向知识的深入和研究，倡导形成浓厚的、活

跃的学风。 

5.2  课程类目的调整 

5.2.1  突出学校的学科优势 

除核心课程的开设外，一些大学在其他课程的设置上体现出各自的教

学特色[17][18]。西安工程大学作为一所纺织学科突出的学校，具有鲜明的学

科专业特色、人才培养规格特色、科学研究成果特色、学术品味特色和社

会服务特色。在对西安工程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学生的培养方向上，应该在

学生特色教学建设上下功夫，长期坚持，提升学校、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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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加强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 

相比较国外大学对专业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视程度，包括西安工程大学

在内的众多国内高校在信息管理的课程设置上普遍忽略了对信息法律的普

及。为了促进和谐的网络环境和社会关系，学院应该责无旁贷地普及大学

生对信息使用的法律意识。引入信息素养、法律及道德问题等课程，指导

学生建立一个健康的、符合社会发展的意识体系。 

5.2.3  增设国际视野型经管类课程 

   相对于有限的国内视角，培养专业学生以全球性的思维方式看待和思考

问题，帮助学生更有效地进行职业规划、价值判断。通过增设诸如国际商

务、国际经济学等相关课程，信息管理专业的培养定位将更加广阔，培养

出国际适用型人才，对未来我国企业走向世界、人才进入知名外企提供了

保证。 

5.3  课程结构的调整 

5.3.1 平衡课程分布和学时 

合理的课程分布和时间是建立良好课程体系的基本要求。根据网络环境

的发展趋势，提升信息技术人才的信息素养成为信息管理专业培养学生的

主要任务之一。开设道德法律类课程，使专业学生在掌握技能的同时，为

未来建设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提供支持。授课时间应根据课程的重要程

度来分配，如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分析和设计等支柱课程可考虑多学

期开设或教授课时达到一学年，同时配合适当的实践课程，从而使学生在

专业学习中有明确的专业定位。在课程分布上，不仅要考虑课程之间的内

在联系，决定先后次序，将每个独立的课程形成一个相互衔接、逐层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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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体，还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普遍意见和社会需求。 

5.3.2 多方式讲授理论课程 

    对于理论课程的教学，不仅仅局限在基础理论、基础知识的书本层次，

还要结合企业、社区、个人的真实案列的分析和讨论，提供综合性的阅读

材料，在作业中要求学生使用课堂所学的分析技能、工具分析现实问题等。

讨论方法可采用头脑风暴、德尔菲等方法，做到理论的实景应用，强化学

生对主要概念或观点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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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互联网

技术在社会各行业各业的逐渐深化应用，给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一专业

的发展来带了机遇与挑战，与此同时，也给信管专业的课程建设带来了诸

多影响。为了提高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合理性，我们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进行了调查研究。 

首先，通过收集英、美国两国知名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数

据，分析其课程设置的优势及特点；然后，通过对国内重点院校信息管理

专业课程设置数据的收集和对比，分析其课程设置的优势及特点。其次，

观察、研究不同类型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是否具有协同性和趋同性，并对比

中外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存在的差异，渴望能够对当地方院校信息管理专业

的课程建设提出意见或建议，使课程的设置、人才的培养更加有的放矢，

以适应现在及未来社会的需求和发展。 

在上述相关的调查统计基础之上，以西安工程大学为例，结合信息管

理专业的发展现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针对性地提出

了改进的措施。同时，就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管理专业的发展，从专业定

位、人才培养模式和扩大就业面等方面给出了可行的建议。 

本研究立足于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对当前信息管理专业的当前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重新梳理了信管专业的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课

程体系设置等，在一定程度上给“互联网+”时代信管专业的发展提出了可行

的建议。但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信管专业如何把握好这一机遇，如何

在大数据环境下对信管专业的课程建设做出相应的适应性调整，制定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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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特色、并且能够满足“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人才需求的培

养模式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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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信管专业满意度及专业就业情况”调研的共有 157 个学生，其中男生 74
人，女生 83 人。按年级分，其中大一学生 56 人，大二学生 46 人，大三学生 27
人，大四学生 28 人。 

 
图 1 人员性别分布图 

 
图 2 人员年级分布图 

1. 专业认知和专业满意度调研 

1.1 专业了解程度 

在对学生在报考前对专业了解程度的调查中，其中仅有 1.27%的学生对信管

专业非常了解，18.47%的学生比较了解，表示一般的仅有 50.96%，认为比较不

了解和很不了解的学生占 22.93%和 6.37%。 

男生

女生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图 3 学生报考前对专业了解程度 

1.2 专业了解途径 

在对学生报考前对专业了解渠道的调查中，其中 83.44%的学生通过自己上

网收集资料，23.57%的学生通过朋友了解，22.29%的学生通过父母了解到信管专

业，21.66%的学生通过老师介绍了解，14.65%的学生通过电视或报纸的途径了解

到信管专业，剩余 3.82%的学生通过其他各种途径了解到信管专业。 

 
图 4 学生报考前对专业了解渠道 

1.3 选择专业原因 

在对学生选择专业原因的调查中，其中 45.86%的学生是听从父母和旁人的

建议，68.79%的学生主要是因为信管专业具有较高的就业率，47.77%的学生是因

为自身对信管专业感兴趣，34.39%的学生是考虑专业的录取机率，1.27%的学生

是因为其他原因而选择信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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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生报考信管专业原因 

1.4 学生对信管专业的兴趣调查 

在对学生对信管专业的兴趣调查中，根据报考前对自身兴趣的把握程度的调

查发现，63.06%的同学对该专业的兴趣把握程度都是一般，刚入学对所学专业的

满意度相对提高，经过学习之后会发现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程度大大提高。 

 
图 6 学生对信管专业的兴趣 

1.5 学生对信管专业课程满意度的调查 

在对学生对信管专业课程满意度的调查中，对于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设计

的合理程度的满意度调查中，85.45%的学生都是表示一般满意及以上，14.55%
的学生表示不满意。对所学课程对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度的满意度调查

中，85.45%的学生都是表示一般满意及以上，14.55%的学生表示不满意。经过

两三年学习，对于学生实践能力提高程度的满意度调查中，87.28%的学生表示

一般满意及以上，12.72%的学生表示不满意，对于所学专业对以后学习工作帮

助程度的满意度调查中，90.91 的学生表示一般满意及以上，9.09 的学生表示不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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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学生对信管专业课程满意度 
1.6 学生对信管课程老师的整体评价的调查 

在对学生对信管课程老师的整体评价的调查中，对于教师学术水平、知识

结构的评价满意度分别占 90.91%、81.81%，敬业精神满意度占 81.82%。但相

对于前面三项的满意度评价，对于教学方法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占 70.91%。教

学效果满意度不高占 61.82%。 

 
图 8 学生对信管课程老师的整体评价 

1.7 学生对学校教辅设施的综合评价的调查 

在对学生对学校教辅设施的综合评价的调查中，对于本专业教学条件，

93%的学生表示一般满意及以上，只有 7%的学生表示不满意。对于本专业教材

选用，91.72%的学生表示一般满意及以上，只有 8.28%的学生表示不满意。对

于本专业图书资料，96.18%的学生表示一般满意及以上，只有 3.82%的学生表

示不满意。 



 
图 9 学生对学校教辅设施的综合评价 

1.8 学生对参加学科竞赛对提高专业综合能力帮助度的调查 

在对学生对参加学科竞赛对提高专业综合能力帮助度的调查中，44%的学生

认为比较有帮助，31%的学生认为有点帮助，24%的学生认为很有帮助，0%的学

生认为完全没有帮助，浪费时间。 

 
图 10 学生对参加学科竞赛对提高专业综合能力帮助度 

2.专业就业调研 

2.1 学生对毕业后是否从事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的调查 

在对学生对毕业后是否从事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的调查中，15.92%的学生非

常愿意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33.12%的学生愿意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47.77%的学生视情况而定，1.91%的学生不愿意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1.27%
学生很不愿意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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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学生对毕业后是否从事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的调查 

2.2 信管专业未来的就业情况的调查 
在信管专业未来的就业情况的调查中，70.7%的学生认为会有好的就业情况，

27.39%的学生认为会有一般的就业情况，1.91%的学生认为会有不好的就业情况。 

 
图 12 信管专业未来的就业情况的调查 

2.3 开始关注就业信息时间的调查 
在开始关注就业信息时间的调查中，35.85%的学生大一开始关注，17.83%的

学生大二开始关注，26.11%的学生大三开始关注，5.10%的学生大四开始关注，

12.10%的学生从没关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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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关注就业信息时间的调查 

2.4 就业观念的调查 

在学生就业理念的调查中，64%的学生选择先就业，24%的学生选择不就业，

继续深造，8%的学生选择一步到位，否则就暂不就业，4%的学生选择自主创业。 

 
图 14 就业观念的调查 

2.5 希望从事企业的性质调查 
在学生毕业后希望在那种性质的企业工作的调查中显示，其中有效问卷 157

份，国有企业有 51 人选择，占比 32.48%；民营企业有 20 人选择，占比 12.74%；

合资企业有 20 人选择，占比 12.74%；政府部门有 17 人选择，占比 10.83%；自

主创业有 18人选择，占比 11.46%；不在乎无所谓选项有 31人选择，占比 19.75%。 

 
图 15 希望从事企业的性质调查 

2.6 择业前考虑的首要因素调查 
在学生毕业后对择业前考虑的首要因素的调查中显示，其中有效问卷 157 份，

福利薪资水平有 124 人选择，占比 78.98%；个人发展机会有 130 人选择，占比

82.8%；专业知识的应用有 32 人选择，占比 20.38%；工作的稳定性有 77 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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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49.04%；企业知名度有 19 人选择，占比 12.1%；其他选项有 1 人选择，占

比 0.64%。 

 
图 16择业前考虑的首要因素调查 

2.7 就业指导帮助的调查 
在对于就业指导中，学生最希望获取哪方面的信息，其中有效问卷 157 份，

应聘技巧有 88 人选择，占比 56.05%；用人单位信息有 79 人选择，占比 50.32%；

求职心理辅导有 26 人选择，占比 16.56%；职业规划辅导有 71 人选择，占比

45.22%；专业出路有 48 人选择，占比 30.57%；其他选项有 2 人选择，占比 1.27%。 

 
图 17 就业指导帮助的调查 

2.8 就业信息了解方式的调查 
在对于学生最主要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就业信息的调查中，其中有效问卷 157

份，校学生就业网站有 91 人选择，占比 57.96%；院（系）就业信息发布有 84 人

选择，占比 53.5%；专业性就业信息发布有 78 人选择，占比 49.68%；校供需见

面会有 35 人选择，占比 22.29%；其他供需见面会有 22 人选择，占比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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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才市场的招聘信息有 53 人选择，占比 33.76%；其他选项有 8 人选择，占

比 5.1%。 

 
图 18 就业信息了解方式的调查 

2.9 大学生就业形势的调查 
在对如何看待大学生就业形势的调查中，其中有效问卷 28 份，其中 4 人选

择形势较好，就业容易，占比 14.29%；23 人选择形势不是特别好，但还可以找

到工作，占比 82.14%； 1 人选择形势严峻，就业难，占比 14.29%。 

 
图 19 大学生就业形势的调查 

2.10 在校就业准备的调查 
对在校期间曾做过哪些准备的调查中显示，共有 157 人参与调查，其中 99

人选择看过和听过有关求职方面的书和讲座，占比 63.06%；60 人选择考过与职

业相关的技术证书，占比 38.22%；42 人选择做过职业能力测评，占比 26.75%；

31 人选择自主到单位实习，占比 19.75%；17 人选择其他，占比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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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在校就业准备的调查 

2.11 求职困扰因素的调查 
在求职中最困扰自己的因素的调查显示，其中有效问卷 28 份，其中 7 人选

择学校就业指导不够，占比 25%；8 人选择就业信息量太少，占比 28.57%；17 人

选择对企业岗位专业知识缺乏了解，占比 60.71%；14 人选择能力不足，占比 50%；

9 人选择求职方法技巧欠缺，占比 32.14%；10 人选择对社会缺乏了解，没有相

关工作和实习经验，占比 35.71%；0 人选择其他，占比 0%。 

 

图 21 求职困扰因素的调查 

2.12 用人单位关心毕业生条件的调查 
在求职过程中你认为用人单位最关心毕业生的哪些条件的调查显示，其中有

效问卷 28 份，其中 15 人选择专业知识与技能，占比 53.57%；4 人选择对单位的

忠诚度，占比 14.29%；14 人选择综合运用知识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占比 50%；

7 人选择敬业精神和职业素质，占比 25%；12 人选择沟通能力与亲和力，占比

42.86%；11 人选择团队精神与协作能力，占比 39.29%；6 人选择相关工作或实

习经验，占比 21.43%；0 人选择其他，占比 0%。 



 
图 22 用人单位关心毕业生条件的调查 

2.13 自我欠缺能力的调查 
在对自己认为目前最欠缺的能力的调查显示，其中有效问卷 157 份，其中

108 人选择综合运用知识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占比 68.79%；57 人选择沟通能

力和亲和力，占比 36.31%；49 人选择承受压力克服困难的能力，占比 31.21%；

24 人选择团队精神与协作能力，占比 15.29%；103 人选择专业知识与技巧，占

比 65.61%；1 人选择其他，占比 0.64%。 

 
图 23 自我欠缺能力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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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培养： 

1、信息管理专业培养方案 
2、学生与教师合作发明专利 
3、学生与教师合作编写教材 
4、学生培养质量典型案例 
5、用人单位对学生质量的评价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一、培养目标 

信息化社会中大量纷繁的数据如何组织并管理，并且从中获得有效的信息，掌握相

关的理论和技能是本专业的学习重点。本专业主要学习信息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包括信

息获取、组织、管理、评价、有效信息挖掘，以及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开发、实施、

全过程。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具备良好诚信

品质和法治观念、团队沟通与协作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意识，

能适应我国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作风朴实和积极进取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目

标包括： 

培养目标 1：具有系统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意识，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 

培养目标 2：掌握信息系统开发技术和应用技能，能够熟练运用信息管理理论指导实

践，适应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发展需要； 

培养目标 3：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独立获取知识、分析和解决信息系统

与信息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富有开拓创新创业精神，具备良好的数据驱动商务决策水

平。 

培养目标 4：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具备良好人际沟通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能适应

多元化的企业文化； 

培养目标 5：具备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活动以及相关教

学、科研方面工作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完成信管专业人才所必须的基本训练，掌握专业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有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具体包括： 

1.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有机的结合，用于解决本学科领域复杂问题。 

指标点 1.1 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部分的基础知识。 

指标点 1.2 掌握专业基础知识、专业核心知识和专业技术能力知识，能够适应经济

管理、系统分析、信息管理等相关岗位工作。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基本的原理与专业知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



 

析信息管理实际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1 掌握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信息管理等相关知识，奠定分析问题能力

的基础，培养认识界定问题的能力。 

指标点 2.2  培养信息管理资料获取、分析能力，对信息管理的观察、系统分析和系

统设计能力，以及从专业视角分析问题的能力。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能够设计本学科领域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能体现创新意识，能考虑系统

需求、企业实际、操作环境等因素。 

指标点 3.1 掌握系统规划、分析、设计与实施的相关方法，培养运用相关工具的能

力。 

指标点 3.2  掌握整体管理软件项目的方法，培养一定的管理能力。 

指标点 3.3  掌握软件工程的相关理论，熟悉结构化开发方法和面向对象开发方法，

并能组织实施。 

4.科学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本学科领域问题进行研究，包括系统分析、系

统设计、系统实施，并通过信息管理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指标点 4.1 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和信息获取的渠道及方法，培养运用信息来进行综合

分析的能力。 

指标点 4.2 掌握信息管理技术方法，培养对信息管理活动进行统筹、决策、计划和

实施的能力。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针对本学科领域复杂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方法、现代工程工

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本学科领域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1 掌握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应用知识，培养计算机系统应用能力。 

指标点 5.2 掌握管理学理论与研究的前沿知识，培养具有持续适应社会和能力和及

时了解新准则、新法规的能力。 

6.工程与社会： 

能够基于本学科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实践对企业、社会、法律以

及人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1 掌握结构化、面向对象系统分析和设计方法，培养动手能力。 

指标点 6.2 通过各种实践课程知识的学习，培养实践动手能力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能够理解和评价本学科领域的专业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指标点 7.1 培养具有信息管理工作环境适应能力、家庭单位人际关系适应能力和社

会人脉资源环境的应变能力。 

指标点 7.2 培养具备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培养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感。 

8.职业规范：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

和规范，履行责任。 

指标点 8.1 培养具有诚信品质，具有客观公正的良好职业道德。 

指标点 8.2 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知识与行业相关标准及法规，培养具有经济管

理专业的胜任能力。 

9.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信息管理团队中胜任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指标点 9.1 培养具有人际交往的能力，理解他人需求与意愿。 

指标点 9.2 培养团队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具备团队合作的创新理念和意识。 

10.沟通： 

能够就本学科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

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

进行沟通和交流。 

指标点 10.1 培养具有较强的中英文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掌握电子公文、文档、图

表和多媒体交流使用的技巧。 

指标点 10.2 培养较强的中英文交流能力和跨文化的沟通能力。 

11.项目管理： 

理解并掌握软件工程基本方法与开发实施策略，并能在各类企业环境中应用。 

指标点 11.1 掌握软件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技能及相关法规知识，培养项目组织与管理

能力。 

指标点 11.2 培养处理突发状况的能力。 

12.终身学习：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指标点 12.1 通过图书、网络等各种途径获取的各种知识，培养对信息管理和信息系



 

统开发的能力。 

指标点 12.2 培养科学制订学习策略和管理时间的能力，具有知识分类与归类的能

力。， 

指标点 12.3 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思维能力，学会专业新理论和新方法，并能科学应

用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环境。 

三、主干学科 

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统计学 

四、修业年限     4 年 

五、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六、核心课程 

管理学、运筹学、生产与运作管理、应用统计学、会计学、宏微观经济学、电子商务、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面向对象技术、软件开发工具、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商务数据分析。 

七、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毕业要求 1 √ √    

毕业要求 2  √ √ √  

毕业要求 3  √ √ √  

毕业要求 4  √ √ √  

毕业要求 5  √ √ √ √ 

毕业要求 6 √ √ √ √ √ 

毕业要求 7 √  √  √ 

毕业要求 8 √ √    

毕业要求 9 √  √  √ 

毕业要求 10   √  √ 

毕业要求 11  √ √  √ 

毕业要求 12   √   

备注：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以“√”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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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历 

周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理论教

学周数 
学期总
课时 

平均周
学时 

一 R X X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K 16 378 23.6 

二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K 19 390 20.5 

三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K 19 326 17.2 

四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K 19 382 20.1 

五 L L L L L L L L L ▲ ▲ L L L L L L K Σ Σ 15 224 14.9 

六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K Σ Σ Σ Σ Σ Σ 13 204 15.7 

七 Σ Σ Σ Σ Σ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K 14 168 12.0 

八 Δ Δ Δ Δ ★ ★ ★ ★ ★ ★ ★ ★ ★ ★ ★ ★ ★ ★      

符号说明： 

L－理论教学  X－军训  Σ－综合实验  ▲－工程训练 

Ф－课程设计  D－大作业  R－认识实践  Δ－毕业实践 

S－生产实践  K－考试  ◆－专业实践  ★－毕业设计 

十一、学分、学时比例统计 

课程 
性质 

课程类别 学分 
占总学分 

百分比（%） 
学时 

占总学时 
百分比（%） 

选修课 

理论 
教学 

通识选修课 15.000 8.82% 360 15.36% 

专业选修课 9.500 5.59% 152 6.48%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49.000 28.82% 840 35.84% 

学科基础课 37.250 21.92% 596 25.43% 

专业核心课 12.875 7.57% 206 8.79% 

主要实

践性教

学环节 

实验课 11.375 6.69% 194 8.11% 

集中实践教学 35.000 20.59%   

毕业要求 
总学分：170.000；理论教学：123.625 学分；实践教学：46.375
学分 

十二、必要说明 

本计划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西安工程大

学《关于修订 2017 版本科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精神，按照工程教育认证模式

和标准，并结合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具体情况制定。在制定过程中，结合我

系情况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调整。 

（一）主要特色：（1）专业基础教育课各专业打通，使学生有一个坚实的



 

 

基础。（2）注重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从 3 年级开始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信

息系统分析与运营、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3）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专

业课程设置中加强实验性课程，同时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二）课程体系的改革：（1）在课程结构设置中，进一步注重基础课程及

数学方法与计算机能力的培养。（2）在专业课程设置中，注重新知识点的课程

设置，培养学生成为社会适应性强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3）在整体结构上，

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统一。 

（三）能力培养的保证：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以及课程体系三者一一对应，

因此在课程设置中，注重理论分析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培养。应用能力培养方面，

主要从两方面入手：（1）在校内实验基地保障的基础上，通过课程内容的改革，

使带有应用性的专业课程可在实习工厂或实验室进行参观、实习、实验与示范教

学实验（2）在已有的校外实习基地的基础上，通过分阶段的企业参观、专业实

习、毕业实践（综合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保证学生社会适应性、

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十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设置表 

知

识

领

域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考核 

方式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理 

论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公 

共 

基

础 

课 

1 5621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0 32 32    考查 4 1 

2 5611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0 48 48    考查 4 2 

3 5621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48 48    考试 4 3 

4 5621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0 96 64   32 考查 6 6 

5 561105 形势与政策Ⅰ 0.5 8 6   2 考查 3 1 

6 561106 形势与政策Ⅱ 0.5 8 6   2 考查 3 2 

7 561107 形势与政策Ⅲ 0.5 8 6   2 考查 3 3 

8 561108 形势与政策Ⅳ 0.5 8 6   2 考查 3 4 

9 076109 大学英语Ⅰ 4.0 64 64    考试 4 1 

10 076120 大学英语Ⅱ 3.0 48 48    考试 4 2 

11 076121 大学英语Ⅲ 3.0 48 48    考试 4 3 

12 076122 大学英语Ⅳ 2.0 32 32    考试 4 4 

13 571101 军事理论 2.0 32 16   16 考查 2 1 

14 511103 大学体育Ⅰ 1.0 30 30    考查 2 1 

15 511104 大学体育Ⅱ 1.0 30 30    考查 2 2 

16 511105 大学体育Ⅲ 1.0 30 30    考查 2 3 

17 511106 大学体育Ⅳ 1.0 30 30    考查 2 4 

18 096205 计算机基础 3.0 48 32  16  考试 4 1 

小计 37.0 648 576  16 56    

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类课程 

19 081101 高等数学（A）I 5.5 88 88    考试 5 1 

20 081101 高等数学（A）I 5.5 88 88    考试 5 2 

21 081104 线性代数（A） 2.5 40 40    考试 4 1 

22 081110 概率与数理统计（B） 3.0 48 48    考试 4 2 

            

            

小计 16.5 264 264       

公共基础课小计 53.5 912 840  16 56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设置表（续） 

知

识

领

域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考核 

方式 

周 

学 

时 

开设 

学期 理 

论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通

识

教

育 

通

识

限

选

课 

成长教育类课          

23 571110 大学生职业发展 1.0 24 16   8 考查 4 1 

24 571111 大学生就业指导 0.5 12 12    考查 4 6 

25 571112 大学生安全教育 0.5 12 6   6 考查 3 1 

26  大学生心理健康 1.0 24 20   4 考查   

27 80X001 纺织服装概论 1.0 24 24    考查   

28 096401 C 语言程序设计 2.0 48 38 10   考试 4 2 

29  英语拓展类课 2.0 48 48       

通

识

任

选

课 

30  科学技术类 4.0 96 96       

31  艺术素养类 2.0 48 48       

32  创新创业类 2.0 48 48       

通识选修课小计 16.0 384 356 10  18    

通识教育小计 69.5 1296 1196 10 16 74    

学

科

基

础

教

育 

学

科

基

础

平

台

课 

经管类基础平台课程 

33 051201 管理学原理 3.0 48 48    考试 4 2 

34 053212 会计学 3.0 48 48    考试 4 3 

35 054001 应用统计学 2.5 40 24 16   考试 4 4 

36  市场营销 2.5 40 40    考试 4 4 

37 053213 财务管理（B） 2.5 40 40    考试 4 6 

38 055216 宏微观经济学（A） 3.5 56 56    考试 4 3 

39 055214 经济法 2.0 32 32    考试 4 4 

人文社科类基础平台课程 

40 071218 应用文写作 2.5 40 40    考查 4 4 

学科基础平台课小计 21.5 344 328 16      

专

业

基

础

课 

41 054002 C++程序设计语言 3.0 48 32 16   考试 4 4 

42 054003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3.0 48 40 8   考试 4 4 

43 054004 运筹学（A） 4.0 64 54 10   考试 4 5 

44 051407 生产与运作管理（A） 3.5 56 48 8   考试 4 5 

45 054005 数据库原理 4.0 64 40 24   考试 4 4 



 

 

 46 054006 计算机网络 2.5 40 32 8   考试 4 3 

专业基础课小计 20.0 320 246 74      

学科基础教育小计 41.5 664 574 90      

专

业

教

育 

专

业

核

心

课 

47 054007 管理信息系统（B） 3.5 56 40 16   考试 4 6 

48 054008 大数据管理与挖掘 2.0 32 32    考试 4 7 

49 054009 数据结构 3.0 48 38 10   考试 4 3 

50 054010 面向对象技术 2.0 32 32    考试 4 5 

（方向一：信息系统运营） 

51 054011 商务数据分析 2.0 32 24 8   考试 4 7 

52 054012 电子商务 2.0 32 32    考试 4 4 

（方向二：商务智能） 

53 054013 企业级软件平台建设 2.0 32 32    考试 4 6 

54 054014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2.0 32 32    考试 4 7 

专业核心课小计 14.5 232 206 26      

专

业

选

修

课 

模块一：创新创业类 

55 058002 
创业概论与实训（B）（限

选） 
1.5 24 8  16  考查 4 2 

56 058003 创新创业思维与方法 1.5 24 24    考查 4 3 

57 058004 商业模式设计 1.5 24 24    考查 4 4 

58 058005 创业资源管理 1.5 24 24    考查 4 5 

59 058006 创新管理（B） 1.5 24 24    考查 4 6 

模块二：管理经济类 

60 056015 网络营销 1.5 24 24    考试 4 5 

61 054016 企业资源计划 1.5 24 24    考试 4 6 

62  推销与谈判（B） 2 32 24 8   考试 4 4 

63  市场调查与预测 1.5 24 24    考试 4 3 

64 054017 Matlab 程序设计 1.5 24 24    考试 4 6 

65 054018 网络信息安全 1.5 24 24    考试 4 5 

66  零售学（B） 1.5 24 24    考查 4 7 

67 051415 物流学 2 32 32    考试 4 6 

68 054019 决策支持系统 1.5 24 24    考试 4 7 

69 054020 IT 项目管理 1.5 24 24    考查 4 7 

70  服务管理（B） 1.5 24 24    考查 4 7 

说明：专业选修课的学分要求不低于 9.5 



 

 

专业教育小计 24.0 384 368 16      

总计 135.0 2348 2154 104 16 74    

理论教学（不含课内实验）合计 123.625 2154 2154       

主

要

实

践

性

教

学

环

节 

实验教学（独立实验，课内实验、上机、实践）小计 11.375 194  104 16 74    

集

中 
实

践

教

学 

序

号 
课程编号 名称 学分 周数 开设学期 

1 571100 军训 2.0 2 1 

2  社会调查   2、4、6 

3 054021 SAP 系统应用实验 3.0 3 6 

4 054022 软件开发工具 I 3.0 3 6 

5 054023 软件开发工具 II 3.0 3 7 

6 054024 Web 应用开发实验 2.0 2 7 

7 054621 创业模拟实验 2.0 2 5 

8 029601 工程训练（c） 2.0 2 5 

9 054025 毕业论文 14.0 14 8 

10 054026 毕业实习 4.0 4 8 

集中实践教学小计 35.0 35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合计 46.375   

专业负责人：        主管院长：   教务处处长：   主管校领导：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71059947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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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RSSI测距改进的多区域自适应室

内定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RSSI测距改进的多

区域自适应室内定位方法，首先将目标区域按照

室内结构特点划分为多个子区域环境，构建基于

环境参数库的Shadowing扩展模型，设计与

Shadowing扩展模型相匹配的硬件系统结构，然

后借助Shadowing扩展模型和与硬件系统结构实

现环境参数库的更新，在此过程中利用卡尔曼滤

波算法对参考距离处接收到的RSSI值进行过滤

并定时对环境参数库进行更新，最后，极大似然

估计进行位置估计，本发明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

在的室内定位方法过度依赖外部环境造成室内

定位精准度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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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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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申请人 西安工程大学

地址 710048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

路19号

(72)发明人 邵景峰　马晓红　杨晓渝　马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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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Int.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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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基于改进RBAC的纺织生产管理系统数据安

全设计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改进RBAC的纺织生

产管理系统数据安全设计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定义一个义务，使其成为RBAC的一个基本元素；

定义一个与义务相关的奖罚机制；在RBAC的四种

基本元素用户U、角色R、权限P、会话S的基础上，

扩充上述义务和奖罚元素，形成一个元组E，即E

＝<U，R，P，O，RP，S，D，RPD>。本发明通过角色、义

务及其奖罚机制，从而把角色、用户、操作、对象

等相互间的关系整合到基于角色的安全访问模

型中，方便用户对角色的访问控制，以及角色对

权限的访问控制。可以根据每个用户不同业务需

求，赋予他们不同的角色，满足他们不同的访问

要求，同时又保证不同区域的网络数据安全，提

高数据的访问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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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D-S证据理论的纺织过程数据融合

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D-S证据理论的纺织

过程数据融合系统，包括用于采集各车间数据的

传感器模块、局部决策模块和D-S合成模块，传感

器模块和局部决策模块一一对应设置相连，所述

局部决策模块与D-S合成模块相连，所述局部决

策模块采用自适应加权数据融合算法，所述D-S

合成模块采用D-S证据理论。本发明采用两级传

感器信息融合，一级是局部融合，其采用经典的

自适应加权融合估计算法，克服了单个传感器的

不确定性和局限性，从而获得了被测对象的一致

性解释与描述。二级是在全局进行融合，采用D-S

证据理论。由于D-S证据理论允许人们对不确定

性问题进行建模，并进行推理，从而能够更加客

观的反映事物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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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面向纺纱质量波动的关键因素提取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面向纺纱质量波动的关

键因素提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借助多Agent技术，构建了基于多Agent的生

产过程不确定性预测模型，所述不确定性预测模

型包括系统管理Agent、对象管理Agent、执行

Agent、人机界面Agent、数据接口Agent、源数据

Agent、初始化Agent、目标数据Agent、查询

Agent、统计Agent和分析Agent；S2、完成接受函

数和影响函数的设计；S3、完成数据的标准化处

理；S4、进行相关系数的计算：S5、基于DEA进行相

关性评价；S6、关键因素的提取。本发明解决了在

纺纱过程中的波动提取，提高了产品效率，将不

可控因素降到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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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办好网络教育”，这表

明仅靠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未来，而互联网教

育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式，能够满足全社会参与所

形成各种形态的学习型组织，为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国家提供基础条件。2013年 5月，清华大学携手

edX进入中国互联网教育市场，掀起了中国“互联网+教
育”新模式的高潮。然而，MOOCs的崛起及风靡全球，

为更多求学者带来学习机遇的同时，课程高辍学率的问

题也逐渐暴露，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学习者知识储备与课

程不匹配[1]，主要表现为用户在线课程选择过程中忽略

课程学习的进阶性，进而导致知识间出现断层。而科学

的课程引导是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

推荐系统作为一种高效的信息过滤方法[2]和引导手

段，其主要任务是借助推荐算法[3]（基于内容的算法、基

于协同过滤的算法、混合推荐算法），通过分析用户信

息、物品信息或其他辅助信息，进而获得用户对物品的

偏好或相关特征，并据此为用户进行物品推荐[4]。

对此，本研究借助“中国大学 MOOC”平台，提出了

一种基于规则库的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及推荐方

法。该方法首先依据课程属性信息构建了基于课程进

阶关系的规则库。在此基础上，利用用户行为反馈信息

和协同过滤算法提出了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模型，并

实现了课程的个性化推荐。

基于规则库的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及推荐

邵景峰，王蕊超

SHAO Jingfeng，WANG Ruichao

西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西安 710048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China

SHAO Jingfeng, WANG Ruichao. Study on health status perception and recommendation for user curriculum

selection based on rule base. 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s, 2018, 54（19）：135-139.

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users who select online curriculum tend to neglect learning progressions, and faults
emerge in knowledge, a method of health status perception and recommendation for user curriculum selection based on
rule base and Icourse163 platform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rule base which is based on the relations to
learning progressions according to the property of curriculum, and then establishes the model of health status perception
for user curriculum selection with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algorithm and realizes personalized curriculum recommend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blem of health status for user curriculum selection in this platform is relatively serious, and
therefore the proposed method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for users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progressions.
Key words：curriculum recommendation; health status; behavior feedback;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摘 要：为解决用户在线课程选择过程中忽略课程学习的进阶性，进而导致知识间出现断层的问题，借助“中国大学

MOOC”平台，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库的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及推荐方法。该方法首先依据课程属性信息构建了

基于课程进阶关系的规则库，进而借助协同过滤算法提出了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模型，并实现个性化的课程推

荐。实验结果表明：该平台用户选课健康状态问题较为突出，而提出的推荐方法可有效解决用户忽略课程学习的进

阶性，进而导致知识间出现断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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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回顾
针对用户在线课程推荐这一主题，研究人员主要围

绕课程资源信息过载 [5-6]，进而导致用户课程选择出现

“迷航”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探究。如：Elbadrawy 等人 [7]

探讨了学生课程学习行为特点是如何影响学生选课，

并借助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算法（User-Based Collabor-
ative Filtering）和 Top-N 的推荐方式进而实现课程推

荐。Hoiles 等人 [8]考虑到学生知识、学习行为和目标的

多样性，将专家知识库融入推荐算法中，为用户提供高

效的个性化课程推荐服务。而 Aher 等人 [9]则将多种数

据挖掘方法（k-means和Apriori关联规则）引入得到课程

推荐系统中，并将其进行组合研究。然而，上述研究聚

焦在推荐算法和用户选课喜好上，而忽略了对象属性信

息的重要性。因此，Salehi等人[10]将课程多属性和用户

等级融合在统一的模型中，进而提高了课程推荐的质

量。沈苗等人 [11]提出了一种以学生属性分类为前提的

协同过滤算法，该方法借助学生属性信息并改进学生相

似度的计算方法，进而实现课程推荐。而马莉等人[12]则

将访问序列的先后次序作为推荐的重要依据，进而基于

向量及利用DBSCAN算法对用户进行协同过滤聚类并

实施知识点推荐。为了进一步提高用户对选课的满意

度，徐扬等人 [13]从信息资源建设的实用性、系统性和共

享共建原则角度出发，建立了高校课程定制与推荐的模

型，当学生输入一套课程序列时，自动为每个学生提供

一套满意度最高的课程方案。而考虑到用户课程选择

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和背景，Jing等人[14]则设计了一个基

于用户访问行为的内容感知推荐算法，该算法充分利用

了人口统计学属性和课程前提关系，更好地揭示用户的

潜在选择。

综上，学者们借助用户属性及喜好、课程多属性及

满意度等信息，将其融合到各种推荐算法中，解决了课

程资源信息过载导致用户课程选择出现“迷航”这一核

心问题，并不断提高了推荐效率及用户满意度。但对于

用户在线课程选择过程中忽略课程学习的进阶性，进而

导致知识间出现断层的问题尚未很好解决。因此，本研

究以“中国大学MOOC”平台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

库的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及推荐。该方法首先依据

课程属性信息构建了基于课程进阶关系的规则库，进而

借助协同过滤算法提出了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模型，

并实现个性化的课程推荐。

3 规则库及模型构建

3.1 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概念的提出
用户在线课程选择过程中忽略课程学习的进阶性，

进而导致知识间出现断层的问题。而课程作为知识获

取的载体，因此，用户所选课程进阶关系的完整性是保

证其课程知识结构健壮性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该健

壮性程度的描述，本研究将其命名为用户选课健康状态。

由上述概念可知，探索课程进阶关系是感知用户选

课健康状态的基础。对此，本研究借助课程属性信息，

识别与构建了一种基于课程进阶关系的规则库，为用户

选课健康状态感知和计算提供依据和标准，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模型及推荐方法，实

现了用户在线课程选择的引导及个性化推荐。

3.2 识别与构建基于课程进阶关系的规则库
在线课程碎片化的课程设计模式，打破了传统课程

体系的层次进阶结构，采用“化整为零”、开放性和无门

槛的策略赢得了用户的青睐。然而，“支离破碎”的碎

片化课程学习方式必然会导致用户获得的知识分散、结

构无序，丧失了其原有的完整意蕴，而从“碎片”到“整

体”的嬗变，最终能让碎片化学习效能达到最大化 [15]。

课程作为知识获取的载体，课程进阶关系结构的完整性

是保证这种嬗变的一种有效途径。

系统科学认为，事物的结构是其功能赖以存在的条

件和形式，没有特定的结构，就无法产生特定的功

能[16]。对于课程知识获取的结构，主要体现在课程学习

的进阶性。具体而言，课程结构需要按照依次进阶、逐

级深化的原则设置。现阶段我国课程体系中课程学习

进阶模型如图1所示。

就“中国大学MOOC”平台而言，图 1中的基础课程

是指该课程无前导课程或前导课程为高中相关课程；进

阶课程指学习该课程前需要具备前导课程相关知识；

LP(cij ,ci + 1j) 表示课程 Cij 与课程 Ci+ 1, j 是否存在进阶关

系，其中，Cij 为前导课程，Ci+ 1, j 为进阶课程。具体表

达式如式（1）所示：

LP(cij ,ci + 1j) =
ì

í

î

ïï

ïï

1, cij与ci + 1j存在进阶关系

0, cij与ci + 1j不存在进阶关系，

i, j = 1,2,…,n
（1）

基于上述的课程学习进阶模型，通过对“中国大学

MOOC”平台进行深入了解，在该平台课程信息的“课程

详情”模块中发现该课程已经明确指出了与该门课程相

关的“预备知识”要求。基于此，借助网络爬虫技术，依

次对该平台中每门课程的“预备知识”描述信息进行提

取，并且根据其语义表达关系进行课程进阶关系提纯，

进而构建了基于课程进阶关系的规则库。具体流程如

图2所示。

�
�
�
�
�

�
�
�
�
�

进阶课程

基础课程 …

cp1 cpq

ci1 ci2 cim
LP(cij,ci+ 1j)

c11 c12 c13 c14 c1n

…

…

…

图1 课程学习进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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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与”关系表示任意进阶课程的多个前导课

程之间存在并列关系；“或”关系表示任意进阶课程的多

个前导课程之间存在或关系；“非”关系表示该门课程属

于基础课程，没有前导课程或者具备高中水平即可。

为了进一步阐述规则库的识别与构建过程，以该平

台中的“软件测试与质量”课程为例，对其核心流程“数

据提取及处理”进行说明，具体如图3所示。

为了细化前导课程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在关系提纯

及存储过程中对课程间的关系承接进行标识。其中，

“与”关系之间用“，”连接；“或”关系用“；”连接；“与&
或”之间用“-”连接；“非”关系则用“0”表示。

3.3 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模型
就学习者而言，课程学习是其获得相关知识的主要

载体，用户所选课程进阶关系的完整性是保证其课程知

识结构健壮性的一种有效途径。因此，用户选课进阶关

系越完整，其知识结构的健康状态越良好。但由于课程

参与及选择渠道较广（如：在校课程、MOOCs、培训、自

学等），用户课程吸收及转化情况复杂，进而使得用户原

有或基础的知识及水平无法得知。基于此，依据 3.2节

所构建的基于课程进阶关系的规则库，采取基于物品的

协同过滤方法（Item-Base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17- 18]

来挖掘及估计用户对某一进阶关系中未选择的前导课

程已在其他渠道选择的概率，进而构建了用户选课健康

状态感知模型，具体如下：

对于用户 uv 所选择的课程集合 c(uv) 而言，其内部

课程之间会依据规则库中的课程进阶关系划分为多个

课程进阶体系，并对各课程体系进行补全，保证各独立

的进阶体系完整，同时移除独立的基础课程，进而形成

用户 uv 的课程选择进阶体系 S(uv) ，具体如图4所示。

图 4中，sn 表示由课程 cn 所构成的课程进阶体系，

该体系包括进阶课程 cn 以及该课程所需的前导课程。

由于用户所选课程 c7 为独立的基础课程，将其进行移

除操作处理。对于完整的进阶体系 s8 = { }c8 ,c4 ,c5 ,c9 而

言，c8 为该体系中的进阶课程，此外，该体系还包括用

户未选择的课程 c5 。 Puv(cj|ci) 表示用户 uv 参与课程 ci
学习且已选择该课程的前导课程 cj 的概率（采用基于物

品的协同过滤算法进行估计），具体表达示为：

Puv(cj|ci)=

ì

í

î

ï
ï

ï
ï

1, c(uv)⋂ cj ∉∅

1 -
|u(ci)⋂ u(cj)|

|u(ci)|
, c(uv)⋂ cj ∈∅

LP(cj ,ci)= 1, i, j,v = 1,2,3,…,n

（2）

式中，u(ci) 表示已经选择课程 ci 的用户集合；u(cj) 表示

已经选择课程 cj 的用户集合；c(uv) 表示用户 uv 所选择

的课程集合。

由于进阶课程一般需要多门前导课程作为其预备

知识，并且各前导课程对其进阶课程的贡献度和重要程

度难以衡量，但对于该进阶课程所构成的课程进阶体系

而言缺一不可。因此，本研究将前导课程进行均等化处

理，即：对于某一进阶课程所需的所有前导课程，其中的

任意一门前导课程对该进阶课程的贡献度和重要程度

相等。基于此，可得由该进阶课程构成的课程进阶体系

完整度 ruv(si)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所示：

ruv(si)=
1
n∑j = 1

n
Puv(cj|ci) （3）

则用户选课健康状态良好度 r(uv) 可表示为：

r(uv)= 1
|s(uv)|

∑
si ∈ s(uv)

ruv(si) （4）

结合式（3）、（4）可知，r(uv)∈ [ ]0,1 。若 r(uv) 越大，则用

户选课健康状态越好。

3.4 基于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模型的课程推

荐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为解决用户在线课程选择过程中

数据获取 数据提取及处理 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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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规则库构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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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C、C++或 Java。

人工
提纯

属性

记录

前导课程

软件工程-C 语言程序设计；C++语
言程序设计；Java程序设计

进阶课程

软件测试与质量

图3 数据提取及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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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用户课程进阶体系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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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课程学习的进阶性，进而导致知识间出现断层的问

题，而用户所选课程进阶体系的完整性是保证用户知识

结构健壮的一种有效途径。根据 3.3节构建的用户选课

健康状态感知模型可知，本研究课程推荐的目标为

r(uv)→ 1 。其次，为了提高推荐效率，该方法将按照

ruv(si) 降序的原则，优先推荐完整度较高的体系 si 中用

户未参与且 Puv(cj|ci) 较低的课程。此外，为了避免用户

所选课程偏向基础课程，进而导致课程推荐列表不足。

因此，本研究将依据规则库，由已选课程作为前导课程

并采取基于物品的协同算法来补充推荐列表，具体表达

式为：

Puv(ci|c)=
||u(ci)⋂ u(c)

||u(c) （5）

式中，Puv(ci|c) 表示用户 uv 可能选择课程 ci 的概率；c

表示用户 uv 所选课程集合中任意几门课程的集合，并

且保证 si = { }ci ,c 为一个完整的课程进阶体系。在推荐

过程中，按照 Puv(ci|c) 降序对推荐列表进行补充。综上

所述，基于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模型的课程推荐方法

具体的步骤如下所示。

输入：用户 uv ；用户选课集合 c(uv) ；进阶关系 LP(c) ；推
荐数量 n 。

输出：推荐课程集合 cv 。
1.获取用户 uv 所关注的课程集合 c(uv) ，依次检索并将所

选课程按照进阶关系 LP(c) 构建课程进阶体系 S(uv) 。

2. 计算每一课程进阶体系 si(uv) 的完整度 ruv(si) ，并将

ruv(si)< 1的课程进阶体系 si(uv) 保存至 R 集合中。

3.对 R 按照降序排序。

4. 依据 R 排序反向搜索 si(uv) 中用户未参与的课程，并

按照 Puv(cj|ci) 升序排序存入推荐列表 cv 中。

5.若 ||cv ≥ n ，则取前 n 门课程推荐给用户；若 ||cv < n ，则

将用户所选课程 c(uv) 任意组合，计算 Puv(ci|c) 并按照其降序

进行排序。同时将前 n - ||cv 门课程存入 cv 中，并把推荐课程

集合 cv 推荐给用户。

综上，首先通过对目标网站进行分析，使用网络爬

虫工具提取课程信息及其属性信息，进而识别和构建了

基于课程进阶关系的规则库。其次，针对用户原有或基

础能力及水平无法得知的问题，采用基于物品的协同过

滤方法来挖掘及估计该用户已参与该课程学习的概率，

并在规则库的基础上构建了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模

型。最后，针对用户选课健康状态实现了在线课程的个

性化推荐。

4 实验分析

4.1 实验数据来源
借助网络爬虫工具，以“中国大学MOOC”平台网站

课程及用户作为目标，收集其课程资源信息、用户信息

及其行为信息。其中，课程资源信息以网站导航分类栏

作为入口，依次爬取各类别下课程资源信息；用户信息

的获取，参照平台用户 ID编码形式，随机选取多个类 ID
编码作为起始账号并设置 ID 增加步长为 1，依次对“中

国大学 MOOC”平台用户信息进行爬取，同时进行有效

性筛选及确认；在用户信息的基础上，依次访问用户主

页并获取其课程参与信息。通过 2轮的数据收集（分别

于 2017年 10月 5日和 2017年 11月 7日），获取到的数据

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4.2 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及推荐
（1）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及分析

本研究以 3 609 名用户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其选课

行为反馈数据，利用构建的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模型

对用户的健康状态进行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

由图 5可知，目前该平台用户选课健康状态良好度

主要集中在区间 [ )1,0.7 ，其中在区间 [ )1.0,0.9 人数最

多。由于在日常的考试（100分制）等级评分中，80分为

“良好”等级的划分线，因此，以 0.8作为阈值，即用户选

课健康状态良好度低于 0.8时，表明该用户选课健康状

态较差。参考该阈值，对用户选课健康状态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在 r(uv)∈ ( ]0.8,0 区间内的用户数量占比为

37.46%；就参与进阶课程学习的用户集合而言，在该区

间内的用户占比达到 41.03%。这说明，目前该平台用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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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数

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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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

0.8
]

[0.
8，

0.7
]

[0.
7，

0.6
]

[0.
6，

0.5
]

[0.
1，

0]

[0.
2，

0.1
]

[0.
3，

0.2
]

[0.
4，

0.3
]

[0.
5，

0.4
]

图5 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结果

类型

用户

课程

行为信息

课程属性信息

规则库

累计课程选择

数量（单位）

3 609（名）

987（门）

810（条）

71 246（门/次）

备注

所有用户课程选择数量 ≥ 7
规则库依据课程信息构建，但课程资源存在多次开课或多校开设情况，因此，

规则库条数小于课程属性信息数

用户集中，有314名（占总人数的8.7%）用户仅参与基础或未识别的课程学习

表1 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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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选课健康状态的问题较为突出。

（2）课程推荐模拟

从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结果发现，当前所获取到

3 609名用户中，37.46%的用户选课健康状态较差，亟需

科学的课程推荐方法来引导用户进行课程选择。基于

此，本研究将借助用户行为反馈的信息对其健康状态进

行感知，进而依据计算结果来引导用户完成在线课程的

选择和学习，保证其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和健壮性。为了

更清晰地展示本研究所提出的推荐方法应用过程，从

3 609名研究对象中随机选取 1名用户作为示例对象，按

照构建的模型及方法对其选课健康状态进行感知及课

程推荐。通过对用户 uv 所选的课程集合进行分析，得

到如表2所示的结果。

表 2 结果显示，该用户在选课结构上，其进阶课程

占比达到 55.56%，而且该用户课程选择更偏向于计算

机类课程。从用户选课健康状态良好度 r(uv) =0.581可

知，该用户选课健康状态较差，而且两个进阶体系完整

度低于 0.5。因此，该用户亟需通过科学的课程推荐方

法来引导其进行课程选择，避免用户知识断层的问题进

一步恶化而导致用户“辍学”或者厌学，造成网络课程资

源和用户时间的浪费。对此，结合上表 2中的结果及基

于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模型的课程推荐方法，通过对

该用户行为反馈数据的计算（其中，课程推荐数量

n= 5），为其推荐如表3所示的课程。

表3中，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与《计算机导论》之间

属于或关系，但从用户选课情况得知，选择《大学计算机

基础》这门课程的用户数量较高，所以优先推荐该课程。

基于此，依据本研究提出的推荐方法及表 3 的示

例，针对 3 609 名研究对象的课程推荐效果进行分析。

通过逐步递增推荐课程的数量 n(0 ≤ n≤ 5) ，并假设用户

接受所推荐的全部课程，进而应用本研究提出的感知模

型对用户选课健康状态良好度依次计算，并针对所有研

究对象求其平均用户选课健康状态良好度（简称：平均

良好度），同时对 r(uv) =1的用户占比情况进行统计，得

到了如图6所示的结果。

从图 6结果显示，平均用户选课健康状态良好度随

用户所接受课程推荐数的增加而递增。同时，用户选课

健康状态良好度 r(uv) =1的用户占比也逐步递增。结果

证明，本研究提出的课程推荐方法能够科学地引导用户

进行课程选择，保证了用户选课结构的健壮性和完整

性，可有效解决用户在线课程选择过程中忽略课程学习

的进阶性，进而导致知识间出现断层的问题。

5 总结
为解决用户在线课程选择过程中忽略课程学习的

进阶性，进而导致知识间出现断层这一问题，本研究借

助网络爬虫工具从“中国大学 MOOC”平台获取到课程

及用户行为反馈信息，并借助协同过滤方法构建了基于

规则库的用户选课健康状态感知模型，进而实现了课程

的个性化推荐。通过数据分析及实验结果表明，目前该

平台用户选课健康状态较差，而本文提出的推荐方法能

够科学地引导用户进行课程选择并解决该问题，进而助

力于我国办好网络教育。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用户所选课程【标识】

程序设计与算法（二）算法基础【c1】
C语言程序设计【c3】

C语言程序设计——快速入门与提高

C++语言程序设计（上）

大学物理2：振动与波动、热学【c4】

C程序设计【c6】

奇异的仿生学

大学物理-相对论【c9】

C语言程序设计（下）【c11】

规则库中所需的前导课程【标识】

程序设计与算法【c2】,C语言程序设计【c3】
0
0
0

高等数学【c5】

大学计算机基础【c7】；计算机导论【c8】

0

微积分【c10】

C语言程序设计（上）【c12】

ruv(si)

1.0

—

—

0.255

0.664

—

0.6

0.386

si(uv)

1.01.0c2 c1 c3

—

—

0.255c5 c4
0.664c7||c8 c6

—

c10 c9
0.6

0.386c12 c11

表2 用户 uv 选课集合及其健康状态感知

序号

No.1
No.2
No.3
No.4
No.5

课程名称

大学计算机基础

计算机导论

微积分

C语言程序设计（上）

高等数学

表3 用户 uv 课程推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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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课程推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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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的，因此本文算法对于动态环境下的机器人实时路

径规划同样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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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vide the personalized learning services for learners in the 
environment of E-learning, firstly, through fuzzy ontology, 
learning preferences and cognitive status of user was described, 
and the personalized learning contents were provided via 
E-learning recommendation system. Secondly, a method to 
describe user profile was proposed, domain ontology was 
expanded, and user preferences, interests and hobbies were 
described. And then, the interested learning object was provided 
by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for users. Finally, as verified by 
experiment,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acquired fuzzy 
ontology can describe user preferences very well, and the 
proposed method is useful in the personalized learning services for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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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various teaching tools were widely 
use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Under the internet background, 
E-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thod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ecause it took full advantage of the new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abundant learning resources, and realized a new 
learning way, the goal is to provid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user. So, E-learning is an online learning process 
that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s mainly completed 
through the network [1]. To b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E-learning can make user learn much more modern 
knowledge via internet, and can provide a new learning and 
teaching model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Hence, in th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environment, for each learner, how to use 
E-learning recommendation system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with 
active learners, to analyze individual needs, to provide interest 
content and so on, all these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issue. 

User profile is a description file of user's interest, and also is the 
data and structure of user's preferences[2]. In the meanwhile, User 

profile can reflect the user's preference information, and can be 
used to stor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emantic web. So, its aim is to 
express user preferences and to promote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process. Contrarily, the semantic web used the formalized 
ontology to create machine-readable data, while the ontology is 
useful in dealing with machine-identifiable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However, when the imprecise information was dealt, the formal 
concept of ontology in the general domain is incompetent, 
uncertain and ambiguous. So, to describe the fuzzy concept and 
fuzzy relation of imprecise, uncertain and fuzzy information, fuzzy 
theory was extended to the ontology[3], and then made it be 
formed fuzzy ontology, because fuzzy ontology can deal with 
fuzzy knowledge, and can describe and retrieve text and 
multimedia objects in the fuzzy information. 

To this end, a fuzzy ontology based on user profile was introduced, 
and a method to describe user profile was proposed. Furthermore, 
domain ontology was expanded, and user preferences, interests 
and hobbies were described, and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E-learning recommendation system were elaborated. For learning 
object, they can use fuzzy logic to define, implement, verify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retrieval,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can construct fuzzy ontology process based on 

user profile, and then can apply user profile into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4]. 

2. CONSTRUCTION OF FUZZY 
ONTOLOGY 
Ontology is a clear formal specification of the shared conceptual 
models. The process of ontology construction was believed 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cepts. In the real world, the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of information was expressed the fuzzy knowledge of 
the fuzzy ontology. This meaning was that fuzzy knowledge has 
two advantages, one was to improve the concept of formal 
description via the ontology, the other was to help describe and 
deal with fuzzy information in many application fields. Thus, the 
fuzzy ontology can extract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the data 
source, and this extraction process can automatically construct 
without human participation. For example, Makokha [5] proposed 
a conceptual and web database based on the intelligent decision 
analysis system model, and used the model to accurately retriev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course, this model used the 
conceptual latent semantic indexing technique based on the term 
similarity function, and automatically constructed the ontology 
from the text document set. Betty[6] described a method that used 
fuzzy ontology to improve the retrieval performance of semantic 
documents, and then introduced an information retrieval algorithm 
based on fuzzy concept network. To this end, a fuzzy ontology 
was constructed, and combined text mining with computer 
technology to extract more information from user preferen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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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m w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utomatical building 
fuzzy ontology. 

3. FUZZY RECOMMENDATION SYSTEM 
BASED ON USER PROFILE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Anaya [7], the recommended 
system was system which can output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content, and can provide the interesting, 
personalized and useful object in the optional space for users. So, 
the components of user profile based on fuzzy ontology and the 
automatic construction process was introduced, of which user 

profile was a description file of the user's interest, was an 
embodiment of the user's personalized needs, and also was a 
relevant learning object composition[8]. 

3.1 Fuzzy User Profile 
In the context of E-learning, user profile was described by the 
learning object. In the meanwhile, the user's preference was 
described by two elements of user profile, and usually, they were 
expressed as a set U( ,P)[9]. Here  was the concept set that 
described the user's preference, P was the fuzzy ontology of the 
concept set, and was corresponded to preference. The set of   

was a set of concepts ci, i  was the weight of a concept, and its 
goal was to describe the user's preference. As shown in equation 
(1). 

1 1 2 2{( , ),( , ), ,( , )}u u u u u u u

n nc c c           (1) 
This method was quantified the weight of each concept in the set 
of learning objects, which included the following two step. 

Step.1 The weight of each concept ci in the learning object d was a 
fuzzy value. Now, according to FIS-CRM18 membrane 
model(fis-crm (ci,d)), the basic weight value of each concept was 
calculated, and then can re-adjusted the weight values based on the 
synonyms and frequency in the user's document. 

Step.2 If a concept was more frequent than other concepts in the 
user's documentation,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concept was 
highly relevant with user profile. Of course, there existed some 
exceptions. To obtain this correlation, the weight of each concept 
in user profile must consider, and the frequency in the learning 
object. So, the weight of the concept ci in user profile u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formula (2). 

 
( , ) | |*(1 )* ( 1)

| | ( )
u i
i ij

j u i

docs c u U
w Ln

D U c




   (2) 

In the above formula, 
j was the relevance degree between the 

concept ci and learning object dj, and was calculated by using 
FIS-CRM model, docs (ci,u) was the document number of the 
concept ci in user profile, IDI was the total number of learning 
objects in user profile, IUI was the total number of user profile in 
the E-learning environment[10], and U(ci) was the number of user 

profile, and indicated that the concept ci had the determining 
membership. 

After the weight of the concept was calculated, the correlation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concepts can be determined. Thus, the 
normalized weight would be distributed in the interval [0,1], and 
only the concept had an enough large weight ( >0.5), because it 
is useful for improving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E-learning 
environment[11]. 

The fuzzy ontology was a vector network, and it took the concept 
from the learning object. Thus, a fuzzy ontology can be seen as a 
directed graph set. Furthermore, each point represented a concept, 
and an edge represen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cepts. 

3.2 Create and Update the Process 
The method of constructing fuzzy ontology and fuzzy user profile 
included two phases, one was data processing, and the other was 
discovery and re-description of user preferences. In the meanwhile, 
this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eps, which were language 
preprocessing, term index (ontology pre-processing), user profile 
construction and user profile update, which was shown as follows. 

Step.1 Language preprocess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hase 
is to extract text information in the form of individual terms from 
the learning object. The method is the following. the different 
documents need to be converted, and then all non-text information 
(e. g. number, date, punctuation mark and etc.) need to be removed 
from document. Finally, the deactivating vocabularies and stem 
extraction were us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vocabularies so that 
the text of the description has a good meaning [12]. 

Step.2 Terminology index. This stage was called preprocessing 
ontology, and mainly used all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the 
upper stage to construct the retrieval structure. The preprocessing 
ontology contained the term features, which was the attribute ID 
and a list of learning object properties. Since each learning object 
contained ID, and ID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occurring term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term in the learning object. Furthermore, the 
position of each term was represented by a binary group (p, s), 
where s was the chapter or paragraph located by the term, and p 
was the index of the corresponding term part. 

Step.3 Construction of user profile. When components   and 
P was built, the preprocessing ontology was used as a resource. 
fis-crm (ci, 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weight, and this weight 
was a key source that built a concept set  , and described the 
fuzzy ontology network diagram. While fuzzy ontology contained 
the directed graph description of the relevance, and the ontology 
can also be described as an semantic markup language. 

Step.4 Update process of user profile. When the user chose or 
created a new learning object, the new knowledge was added to 
user profile. In this process, the language was predefined and built 
the index for new learning objects. And the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rameters and the concepts was recalcula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each concept in the updated user profile was 
expressed. 

4. EXPERIMENT AND ASSESSMENT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and 
interesting learning object for users. The main task in assessing 
process was to use the learning objects stored in the learning 
object library to construct user profile and to evaluate it. 

4.1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the Metadata built by us for 
Learning, which supported open access in the form of domain 
ontology to obtain learning resources, and especially for teaching 
resources [13].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Metadata were able to 
share and reuse objects, which included the storing resource 
indexes and knowledge base for metadata, and were able to 
support the transparent retrieval on a heterogeneous repository 
network, which included the integrating search engine, integ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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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resources, searching for network users and restoring 
visualization detector and so on.  

As the learning object, all users were the contributor of the 
learning object, and users in the experiment must upload more 
than 10 English-based pdf files to the database, because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was so much as to establish a good user 

profile. For example, 10 users used simple query interface (SQI) to 
collect about 2,400 learning objects, of which SQI provided the 
standardized communication among users, and be able to realize 
the joint queries. Thus, the selected learning object can extract the 
text content from a pdf document, and then the learning object can 
generate a set of user documents. In the meanwhile, this document 
set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hich included the production of 
user features and the test of recommended system. 

4.2 Ontology Assessment 
Using the above method, the term set and the fuzzy ontology of 
each user was got, these terms set and the ontology set described 
the user characteristics, and were described the basic semantics of 
the learning object. Thus, through being compared to produce all 
the relationships of ontology, these relationships included four 
semantic relations, and were extracted from ours database, which 
included synonyms, synonyms, subtitles and upper words. After 
that, a structured analogy and a similarity relation defined by the 
conceptual network was used, and Precision and Recall was 
evaluated[14]. Here, Precision was a selected element correlation 
probability, Recall represented the probability that a related 
element was selected, and F test was the harmonic average 
between Precision and Recall. Thus, they were calculated by 
formula (3) (4), (5) to determin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Precision=(number of retrieved relevant)/(number of retrieved 
irrelevant)                       (3) 

Recall=(number of retrieved relevant)/(number of retrieved 
irrelevant)                         (4) 

F =(2*Precision*Recall)/( Precision+Recall)   (5) 

In this paper, the ontology evaluation standard was adopted, and 
the experiment was used to verify the Precision, Recall and F test 
proposed in the recommended system. 

 

Table1. The meaning of the various symbols 

 Selected Not selected Total 
Relevant rt Nrt Nr 

Irrelevant it Nit Nt 

Total tl Ntl N 

 

10 users were selected in the test, 620 learning objects with 
different fields were collected by ours database. The data set was 
divided into training set and test set. 10 user profile was 
established by 512 learning objects of the training set. The test set 
contained the remaining 220 learning objects. 

Compared the recommended content from the system with the 
extracted content from metadata (if the user is a contributor of the 
learning object, this learning object is recommended to the user), 
the values of Precision, Recall, and F test were obtain. And then,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shown in Tab.2, 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shown in Tab.3. 

 

Table2. The experimental data 

 rt Nrt it Nr tl 

User01 20 5 6 20 23 
User02 18 5 6 19 14 
User03 14 0 1 12 17 
User04 22 4 3 23 15 
User05 15 0 2 16 18 
User06 10 0 5 17 12 
User07 11 2 2 11 15 
User08 14 0 1 16 15 
User09 15 6 7 14 18 
User10 6 2 8 6 10 

 

Table3. The experiment results 

 Precision Recall F 

User01 0.78 0.95 0.99 
User02 0.84 0.91 0.85 
User03 1.00 0.72 0.86 
User04 0.76 1.00 0.99 
User05 0.98 0.88 0.94 

User06 0.98 1.00 0.98 
User07 0.87 0.79 0.86 
User08 1.00 0.85 0.89 
User09 0.57 0.65 0.78 
User10 0.88 0.57 0.66 

Average 0.866 0.832 0.880 

 

Can be seen in Tab.3, the average values of Precision, Recall, and 
F test are86.6%, 83.2% and 88.0%, respectively, and the proposed 
system have shown a good data process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the system is flexible and can automatically generate good 
recommended content based on user profile. 

5. CONCLUSIONS 
The flexibility of fuzzy ontology supported 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filtering problems. A method to describe 

user profile using fuzzy ontology was proposed, and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arning behavior of E-learning, and 
use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to provide the interested learning 
object for users. User profile combined a related concept set to 
define a fuzzy ontology that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d the user's 
preferences, and introduced a user-selected or created learning 
object by generated user profile. The experiment was realized on 
ours database platform, and the results have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system was reasonable and valid in the terms of 
Precision and Recall. Further, the future task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ser profile, the aim is to use pruning process to avoid 
the irrelevant concepts to disturb users, to consider the feedback 
information from the user, and even to use some hybrid screening 
technology to add more detailed correlation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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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ed at the problem of the classical ontology cannot represent the imprecision and uncertainty information, firstly, 

the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of fuzzy information was analyzed, and the fuzzy concept relationship was expressed by using 

fuzzy membership function. And then, the user interest estimation based on behavior was studied in term of user’s learning 

preferences, and user profile was described by the learning object, Furthermore, fuzzy ontology under different granularity was 

built, the fuzzy concept lattice was clustered, and the concept similarity of fuzzy formal concepts was calculated. Finally, a fuzzy 

ontology framework based on user profile was proposed. As verified by experiment,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framework 

can reduce efficiently the uncertainty information of fuzzy ontology, and enhance the precision of ontology. 

Keywords: Ontology Framework, User Profile, Similarity Degree, Fuzzy Ontology 

 

1. Introduction 

In general, the ontology is made up of lexical vocabularies, 

basic term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the rules of the lexical 

extensions, which were defin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basic 

terms and relationships. The ontology as a clear 

conceptualized term, which was given by Gruber in 1993 [1], 

and then it was explicitly described by Borst [2]. 

In the process of ont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we 

always meet the problems of ontology change and evolution. 

For example, Kang and et al. [3] proposed the computational 

model of ontology similarity with multi-granularity by using 

concept lattice, and then he combined with the help of domain 

experts, the ontology construction, fusion and connection 

method under different granular structures were given. So to 

speak，this method was anew way that combined ontology and 

concept lattice. Accord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WordNet and 

ontology, Atanassov [4] proposed a method of micro-blog 

content topic extension, which sorted the blog according to the 

preference of the extended concept, and then this method 

provided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for users. Jiang [5] 

proposed a distributed domain context correlation model by 

using fuzzy ontology, and this model mad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text and domain ontology be expressed, and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in information overload be 

overcome. Furthermore, the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as an 

effective tool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was proposed by Wille 

[6],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chine learning, data 

mining,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personalized service and 

other fields. For example, Formica et al. [7] proposed a formal 

ontology construc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fuzzy form 

concept analysis theory, and its aim w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uncertain information in the personalized service 

semantic search process, and the idea of integrating rough set 

was used to discover the uncertain information in the semantic 

web search process. Subsequently, Hu et al. [8] introduced the 

idea of particle computation into the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and constructed the concept lattice structure and maximum 

rule acquisition scheme in fuzzy granularity background. 

Especially, some special knowledge can be avoided by the 

coarse-grained concept lattice, while some complex 

conceptual knowledge structure can be prevented by the 

fine-grained concept lattice, and the excess number of rules 

would be overcome by the largest rule of the reasoning. In 

addition, in document [9], the data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of 

the concept were applied to the multi-instance holistic 

learning model,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theory was verified. 

To this end, the knowledge of fuzzy concept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ont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fuzzy 

ontology under different granularity was discussed. And then 

a fuzzy ontology framework was proposed. For learning 

objects, they can use fuzzy ontology framework to define, 

implement, verify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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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can construct 

fuzzy ontology process based on user profile [10]. 

2. Domain Ontology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E-learning, user profile was described by 

the learning object, and the user's preference was described by 

two elements of user profile. Thu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ontology can be believed as the relationship expression among 

concepts, because the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of 

information in the real world was denoted as the fuzzy 

knowledge of the fuzzy ontology. Correspondingly, fuzzy 

ontology based fuzzy knowledge has two advantages. Of 

which, one is to improve the concept of formal description via 

the ontology, and another is to describe and deal with fuzzy 

information in real application fields. So,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domain ontology can be defined as follows. 

Def. 1 A fuzzy set A on the domain Θ  is expressed as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A: Θ →[0, 1]. Where A(x) indicates the 

degree, and exists the relationship x∈A. 

Def. 2 Set the set K=(G, M, I) to represent a formal context. 

Here, G is a set of all objects, M is the attribute set of the 

object, I=A(G*M) is a set of fuzzy relationships between 

objects in G and attributes in M, and meanwhile there exists 

the expression ( , ) , ( , ) [0,1]g m I g mµ∀ ∈ ∈ . 

Def. 3 Set the set K=(G, M, I=A(G×M)) as fuzzy formal 

background, and make the trusted threshold be α  and 

,x G B M⊆ ⊆ .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 can be obtained. 

That is, * { | , , ( , ) }X a a M x X x aµ α= ∈ ∀ ∈ ≥  and 

*
{ | , , ( , ) }B x x G a B x aµ α= ∈ ∀ ∈ ≥ . 

If a two-tuple (X, B) satisfies the relationship X*=Band 

B*=X, then (X, B) is a fuzzy formal concept on fuzzy 

credibility degree α . Among them, X is the extension of 

fuzzy concept, and B is the connotation of fuzzy concept. 

Obviously, for g ∈ G, an object can be represented as
** *

( , )g g gλ = , and the tupe(X, B) can be denoted as (X, B)=

g X gλ∈∨ . 

Def. 4 An ontology was formally represented by a two-tuple

( , )C RΘ = , of which C is a set of all concepts, R is a 

relationship set among concepts, and concepts and 

relationships can form a directed acyclic graph. Meanwhile, if 

c1, c2 ∈ C, R∃∇ ∈ , and c1 ∇ c2, then the element 

c1andc2exists the relationship ∇ . 

Def. 5 Set an ontology field, and make the fuzzy concept set 

proposed by experts C. If ci, cj ∈ C, the similarity degree 

between ci and cj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formula sij=
* *

* *

| { | ,| ( , ) | } |

| { | } |

i j j

i j

a a c c c a

a a c c

µ β∈ ∩ ≤

∈ ∪
 

Based on fuzzy reliability degree α , the above five 

definitions have shown the similarity possibility of two 

concepts in the threshold β . Here, if we take β =0.1, and 

then a fuzzy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can be obtained, which 

was shown as follows. 

*
( )ij c c

s s=ɶ
. 

Furthermore, if sɶ  satisfies the following three 

prerequisites, then it is called a fuzzy equivalent relation 

matrix on C, which includes (1) Reflexivity: sii=1, (2) 

Symmetry: sij=sji, and (3) Transitivity:

1, , ik kj ijk C s s s∀ = ∧ ≤… . 

3. Fuzzy Ontology Framework 

Construction 

3.1. Fuzzy User Profile 

Based on the above five definitions, ontology can be 

formally denoted as a two-tuples, and the similarity degree of 

elements in a tuple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formula sij. For 

this purpose, the user's preference was expressed as a set Θ
(C, R) [11], where C was the concept set that described the 

user's preference, R was the fuzzy ontology of the concept set. 

To describe the user's preference, the fuzzy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was expressed as follows. 

1 1 2 2{( , ), ( , ), , ( , )}n nC c c cω ω ωΘ Θ Θ Θ Θ Θ Θ= ⋯       (1) 

In formula (1), C was a set of concepts ci, iω  was the 

weight of a concept. Meanwhile, the above formula also 

quantified the weight of each concept in learning objects, and 

the specify quantified proces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two 

steps. 

Step. 1 The weight of each concept ci in the learning object 

d was a fuzzy value. According to the synonyms and 

frequency in the user's document, the basic weight value of 

each concept can be calculated, and weight values were 

re-adjusted. 

Step. 2 In the user's documentation, if a concept was more 

frequent than others, then it was considered that existed the 

high relevant with user profile. To obtain this high correlation, 

the weight and frequency of each concept in user profile must 

be re-adjusted. Hence, the weight of the concept ci in user 

profile Θ was also re-calculated. 

( , ) | |
*(1 )* ( 1)

| | ( )

i
i ij

ij u

docs c
Ln

T c
ω ωΘ

∈

Θ Θ
= + +

Θ∑     (2) 

In the above formula, jω was the relevance degree between 

the concept ci and learning object dj, ( , )idocs c Θ  was the 

document number of the concept ci in user profile [12], and 

( )icΘ  was the number of user profile, which indicated the 

concept ci having the determining membership. Subsequently, 

the weight of the concept was calculated, and the correlation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concepts was determined. Thus, the 

normalized weight was distributed in the interval [0, 1], and 

the concept had an enough large weight ( ω >0.5), because the 

normalized weight is useful for improving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E-learning environment [13]. Thus, the fuzzy 

ontology can be believed as a vector network, and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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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can also be seen as a directed graph set, of which 

each point expressed a concept, and an edge indicated the 

relation among concepts. 

3.2. Fuzzy Ontology Framework 

The Ontology is the explicit formal specification for the 

shared conceptual models [14], and it usually contains five 

basic modeling languages, which are concepts, relationships, 

functions, axioms and examples. In contrast, fuzzy ontology 

represents fuzzy concepts and their fuzzy relations, and 

meanwhile this relationship were represented by a four-tuples 

Θ = (C, R, P, X ), of which C is a fuzzy concept set, R is an 

attribute set, P is Cartesian products between fuzzy concept 

set and attribute set, and X is an axiomatic set. So,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Θ , the fuzzy concept can be represented as C 

= ( 1 2
1 2, ,...,
r r rn

nc c c ), where ci is an object, and ri is the property 

of ci [15]. Thus, through the fuzzy concept definition, the 

fuzzy ontology framework was constructed as follows. 

 

Figure 1. Fuzzy ontology construction framework. 

In Figure 1, the uncertain information in the learning object 

was selected and formed the fuzzy formal context. To 

construct fuzzy concept, the fuzzy concept lattice was 

generated into fuzzy concept hierarchy, and a fuzzy concept 

clustering was formed through the concept of fuzzy clustering 

algorithm. Furthermore, the fuzzy concept clustering had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16]. 

(1) A hierarchical fuzzy concept clustering was derived 

from the fuzzy formal concept. In general, the formal concepts 

have a father-son relationship, and the two clusters also have a 

father-son relationship. 

(2) A fuzzy concept belongs at least to a fuzzy concept 

cluster. Of course, it also belongs to multiple fuzzy concept 

clusters. According to fuzzy concept, the clustering hierarchy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of elements in fuzzy 

ontology can be constructed by using mapping rules, and the 

specify mapping rules were shown in Figure 2. 

 

Figure 2. Fuzzy concept clustering and fuzzy ontology mapping rules. 

In Figure 2, we can know that fuzzy ontology mapping 

rules was built from fuzzy concept to fuzzy ontology. First of 

all, the concept node identifier in fuzzy concept hierarchy is 

the concept class name of fuzzy ontology, the connotation of 

concept node is the property of the corresponding concept in 

fuzzy ontology, the extension of concept node is an example 

of the corresponding concept in fuzzy ontology, the 

membership value of node attributes is the corresponding 

attribute value of fuzzy ontology [17], and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among concepts in fuzzy concept hierarch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responding concepts of fuzzy 

ontology. So, the concept of fuzzy hierarchy can be mapped 

into fuzzy ontology, which includes the concept of fuzzy 

ontology and fuzzy attribute ontology, the value of 

membership, fuzzy ontology and fuzzy classifi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s. 

Based on the above mapping rules [18],the fuzzy ontology 

prototype was obtained. Of course, to add concept, 

non-classification relationship, attribute, axiom, instance, and 

to expand the fuzzy ontology prototype, the participation of 

domain experts was welcomed, and a perfect fuzzy ontology 

was obtained. Thus, through fuzzy concept similarity, the 

whole process for mapping rules can be expressed by the 

following concept clustering algorithm. 

Table 1. The concept clustering algorithm. 

Input: fuzzy concept c, the similarity threshold β  

Output: fuzzy concept clusteringc′ 

1 
Read the edge set cacb in c (ca is the parent node of cb, the edge includes 

the father-son node and the similarity parameters between nodes). 

2 
Search the edge cicj (cicj∈cacb) in sequence, and calculate the concept 

similarity degreesij(ci,cj). 

3 
If sij(ci,cj) > β , the cluster ci,cj becomes a new node cij. Otherwise, 

return Step. 5. 

4 

Update the node cij, replace the parent node ciand update the edge set. 

The parent node of ci is connected to cij, cij is connected to the child 

node of cj, and then the child nodecj is deleted. 

5 
Return Step. 2. If the edge cicj donesn’t existed, then the condition 

sij(cicj)> β cannot be satisfied. 

6 The edge set is stored i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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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periment and Analysis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the Metadata for 

E-Learning, which supported open access in the form of 

domain ontology to obtain learning resources, and especially 

for teaching resources.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Metadata 

were to share and reuse objects, which included the storage for 

resource indexes and knowledge database for metadata, and 

the heterogeneous repository network for the transparent 

retrieving. 

Through metadata, we mainly integrate data resources, 

obtain data information of network users and restore the 

visualization detector. And then, based on fuzzy concept 

similarity degree, we used Java language to achieve 

incremental fuzzy concept lattice construction algorithm and 

clustering algorithm. For example, 18 users used simple query 

interface (SQI) to collect about 3,600 learning objects, of 

which SQI provided the standardized communication for 

users, and realized the joint queries. 

For a webpage, the user usually had three visiting behaviors, 

which included saving page, printing page and bookmark. No 

matter what kind of behaviors, it can express that the user had 

a high interest degree in the page. Thus, the selected learning 

object can extract the text content, and the learning object can 

generate a set of user documents. 

Now, let ( , )C RΘ represent user's preference, and then the 

user's interest degree for a web page can be described by five 

operations, which included saving page, printing page, 

Bookmark, visiting frequency and residence time. Here, we 

set the threshold value β =0.5, a five-element operation 

set={saving page, printing page, Bookmark, visiting 

frequency and residence time}, and then fuzzy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C Θ  can be obtained by user's interest degree, as 

shown in Table 1. 

Table 2. Fuzzy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Users C Θ  1 1( , )c ωΘ Θ  2 2( , )c ωΘ Θ  3 3( , )c ωΘ Θ  4 4( , )c ωΘ Θ  5 5( , )c ωΘ Θ  

User01 0.17 0 0.50 0.17 0.50 0.20 

User02 0.20 0 0.50 1.00 0.17 0.15 

User03 0.33 0.20 0.25 1.00 0 0.31 

User04 0.67 0.50 0.67 0.40 0 0.32 

User05 0.50 0.33 0 0.33 0.50 0.25 

User06 1.00 0.14 0 1.00 0.50 0.14 

User07 0.50 0 0.33 0.20 0.50 0.23 

User08 0.33 0 0.14 0 1.00 0.50 

User09 0.33 0.33 0.50 0 0.33 0.12 

User10 1.00 0.25 0.33 1.00 0.50 0.22 

User11 0 1.00 0.50 0.17 0 0.20 

User12 0 0.50 0.50 0 0 0.15 

User13 0.50 0.20 0 0 0 0.31 

User14 0.40 0.50 0 0.40 0 0.32 

User15 0 0.23 0.20 0.33 0.50 0.25 

User16 0 0.14 0.52 1.00 0.14 0.50 

User17 0.50 0 0.33 0 0.50 0.12 

User18 0.33 0 0.14 0 1.00 0.50 

 

In Table 2, according to Def. 4, the higher the learners' 

interest is, the better the concept similarity degree is, this 

results were also an indication that the computation process of 

the user interest degree met the conditions (1) and (2). As the 

learning object, all users were the contributor of the learning 

object, and users in the experiment must upload more than 18 

English-based files to Metadata, because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was so much as to establish a good user profile. So, 

the text content from 3,600 learning objects was obtain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zzy similarity rate and the weight 

of concepts was shown in Figure 3. 

According to Def. 5 the transitive closure was achieved and 

met the condition (3), and then a fuzzy equivalence relation 

matrix scan be constructed. 

s=

11 1

1

...

... ... ...

...

n

n nn

s s

s s

 
 
 
  

 

 

Figur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zzy similarity and the weight of 

concepts. 

On the basis of the matrix s, the C Θ -based domain 

knowledge database was obtained, which came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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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expert, as shown in Table 3. 

Table 3. A domain expert knowledge database based on CΘ
. 

Name C Θ  1 1( , )c ωΘ Θ  2 2( , )c ωΘ Θ  3 3( , )c ωΘ Θ  4 4( , )c ωΘ Θ  5 5( , )c ωΘ Θ  

1 0.9 0.8 0.5 0.9 0.4 0.8 

2 0.5 0.7 0.4 0.8 0.6 0.9 

3 0.9 0.8 0.5 0.8 0.4 0.6 

4 0.6 0.9 0.9 0.4 0.8 0.6 

5 0.5 0.9 0.6 0.2 0.9 0.4 

6 0.6 0.8 0.8 0.6 0.3 0.4 

 

According to the domain knowledge database, the fuzzy 

concept lattice was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concept 

clustering algorithm, as shown in Figure 4. 

 
Figure 4. Fuzzy concept lattice. 

The composition of each fuzzy concept and the fuzzy 

parameter values are shown in Table 4. To facilitate the 

description, six attributes in the fuzzy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were denoted by symbols ci, i=1,2,…,6. 

Table 4. Fuzzy formal concept construction. 

Properties Fuzzy formal concept construction δ  

1 ({1, 2, 3, 4, 5},{φ }) 0 

2 ({l, 2, 3}, {c1(0.6), c5(0.5)}) 0.50 

3 ({1, 2, 4, 5},{c3(0.6)}) 0.60 

4 ({l, 2}, {c1(0.2),c3(0.6), c5(0.3)}) 0.35 

5 ({3}, {c1(0.6), c4(0.3), c5(0.5)}) 0.42 

6 ({4, 5}, {c2(0.3), c5(0.6), c6(0.6)}) 0.27 

7 ({φ },{c1(1), c2(1), c5(1), c4(1), c5(1), c6(1)}) 0 

Here, Let δ ∈[0, 1], the fuzzy equivalence relation matrix 

s was calculated by the cut set operation, and its calculation 

process was shown as follows. 

1
( ),

0

ij

ij ij
ij

s
s s s

s
δ

δ

δ

≥= =  <
ɶ ɶ

 

A partition class 1 2/ { , ,..., }i ic s p p pδ = of domain 

knowledge database was obtained. If the threshold value β
=0.5, then the formal background database was also obtained 

via Def. 5. As shown in Table 5. 

Table 5. The formal background database. 

Name C Θ
 

c1 c2 c3 c4 c5 

1 0 0.3 0 0.3 0 0.3 

2 0.3 0 0.5 0 0.3 0 

3 0 0 0 0.3 0 0.3 

4 0 0.5 0 0.3 0 0.7 

5 0.5 0 0 0 0.5 0.5 

6 0.3 0 0.3 0 0 0.3 

In Table 4, if β =0.1 and δ =0.6, the fuzzy relational 

matrix s was got. 

s=

1.0 0.5 0.5 0.0 0.0 0.0

0.5 1.0 0.5 0.0 0.0 0.0

0.5 0.5 1.0 0.0 0.0 0.0

0.0 0.0 0.0 1.0 0.5 0.3

0.0 0.0 0.0 0.5 1.0 0.3

0.0 0.0 0.0 0.3 0.3 1.0

 
 
 
 
 
 
 
 
  

 

Therefore, a concept class partition /ic sδ ={{1, 2, 3}, {4, 5, 

6}}. When β =0.1 and δ =0.6, according to a concept class 

division, the fuzzy concept lattice was obtained by the fuzzy 

relational matrix s. Furthermore, six attributes in Table 2 were 

replaced by the symbols a, b, c, d, eandf, and the results were 

shown in Figure 5. 

 
Figure 5. Fuzzy concept lattice. 

The similarity degree model not only reflects the ratio of 

character coincides, but also reflects the ability of the 

superposition of characteristics values, and so it is an effective 

similarity measure method of fuzzy concepts. Now, we take the 

fuzzy concept lattice as an example, and calculate the similarity 

degree sij between ci(i=1, 2, 3, 4, 5, 6) and cj (j=4, 5, 6). 

sij(cicj) 

=

| 2.3 / 6 1.6 / 3 | | 3.4 / 6 1.3 / 3 |
(1 )

| {123,456} {456} |

| {123,456} {456} |
*

| {123,456} {456} |

− + −
−

∩
∩
∪

∑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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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imilarity values, the relationship 

is-a, part-of was determined. If the similarity degree between 

concepts is greater than 0.6, and then they have is-a 

relationship. Contrarily, if the similarity degree is between 0.4 

and 0.6, and then they have part-of relationship. Otherwise, 

they are abandoned. 

To this end, if we selected β =0.5 and δ =0.5, then its 

meaning is that the weight of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extension is equal. According to fuzzy concept similarity, the 

fuzzy concept lattice was clustered, and the concept similarity 

of fuzzy formal concepts with father-son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was calculated, which was shown as follows. 

sij(2,3) = 0.70, sij(2,5) = 0.60, sij(3,4) = 0.20, sij(2,4) = 0.50. 

If the similarity threshold β  = 0.38, and the fuzzy concept 

clustering result was shown in Figure 6. 

 
Figure 6. Fuzzy concept clustering result. 

5. Conclusions 

The knowledge of fuzzy concept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ontology, the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of fuzzy information 

was analyzed, and the fuzzy concept relationship was expressed. 

Then,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fuzzy ontology under different 

granularity was discussed, the fuzzy concept cluster with the 

concept cluster algorithm was generated, and the fuzzy ontology 

mapping which was based on the fuzzy conceptual similarity was 

got. Finally, a fuzzy ontology framework was proposed. 

Under this framework, for learning objects, they can define, 

implement, verify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retrieval,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can construct 

fuzzy ontology process based on user profile. 

The experiment was realized in the Metadata for 

E-Learning, which supported open access in the form of 

domain ontology to obtain learning resources, and especially 

for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results have showed that the 

framework can reduce efficiently the uncertainty information 

of fuzzy ontology, and enhance the precision of ontology. 

Further, the future task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ser profile, 

the aim is to use pruning process to avoid the irrelevant 

concepts to disturb users, consider the feedback information 

from the user, and even use some hybrid screening technology 

to add more detailed correlation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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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vide the personalized services for learners according to user’s learning 
behavior, firstly, through theory of Fuzzy Ontology, the ambiguity and uncer-
tainty of information in E-learning recommendation system was analyzed, and 
fuzzy information was extended to the ontology. Secondly, the user interest es-
timation based on behavior was studied in term of user’s learning preferences 
and cognitive status, user profile was described by the learning object, and then 
a user model updating algorithm was proposed. Finally, a fuzzy recommenda-
tion system based on user profile was built. As verified by experiment, the re-
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system can provided the personalized learning ser-
vices according to user’s learning behavior, and it is useful in describing user 
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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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various teaching tools were widely used in the teaching pro-
cess. Under the internet background, E-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thod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ecause it took full advantage of the new communica-
tion mechanism and abundant learning resources, and realized a new learning way, 
the goal is to provid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user. So, E-learning is an 
online learning process that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s mainly com-
pleted through the network [1]. To be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E-learning can make user learn much more modern knowledge via internet, and 
can provide a new learning and teaching model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Hence, 
in th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environment, for each learner, how to use 
E-learning recommendation system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with activ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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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nalyze individual needs, to provide interest content and so on, all these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issue. 

User profile is a description file of user’s interest, and also is the data and 
structure of user’s preferences [2]. In the meanwhile, User profile can reflect the 
user’s preference information, and can be used to stor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e-
mantic web. So, its aim is to express user preferences and to promote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process. Contrarily, the semantic web used the formalized 
ontology to create machine-readable data, while the ontology is useful in dealing 
with machine-identifiable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However, when, the formal 
concept of ontology in the general domain is incompetent, uncertain and ambigu-
ous. So, to describe the fuzzy concept and fuzzy relation of imprecise, uncertain 
and fuzzy information, fuzzy theory was extended to the ontology [3], and then 
made it be formed fuzzy ontology, because fuzzy ontology can deal with fuzzy 
knowledge, and can describe and retrieve text and multimedia objects in the fuzzy 
information. 

To this end, a fuzzy ontology based on user profile was introduced, and a 
method to describe user profile was proposed. Furthermore, domain ontology was 
expanded, and user preferences, interests and hobbies were described, and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E-learning recommendation system were elaborated. For 
learning object, they can use fuzzy logic to define, implement, verify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retrieval,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can construct 
fuzzy ontology process based on user profile, and then can apply user profile into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4]. 

2. Construction of Fuzzy Ontology 

Ontology is a clear formal specification of the shared conceptual models. The 
process of ontology construction was believed 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cepts. 
In the real world, the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of information was expressed the 
fuzzy knowledge of the fuzzy ontology. This meaning was that fuzzy knowledge 
has two advantages, one was to improve the concept of formal description via the 
ontology, the other was to help describe and deal with fuzzy information in many 
application fields. Thus, the fuzzy ontology can extract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the data source, and this extraction process can automatically construct 
without human participation. For example, Makokha [5] proposed a conceptual 
and web database based on the intelligent decision analysis system model, and 
used the model to accurately retriev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course, this 
model used the conceptual latent semantic indexing technique based on the term 
similarity function, and automatically constructed the ontology from the text 
document set. Betty [6] described a method that used fuzzy ontology to improve 
the retrieval performance of semantic documents, and then introduced an infor-
mation retrieval algorithm based on fuzzy concept network.  

3. Fuzzy Recommendation System Based on Us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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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Anaya [7], the recommended system was system 
which can output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content, and can provide the 
interesting, personalized and useful object in the optional space for users. So, the 
components of user profile based on fuzzy ontology and the automatic construc-
tion process was introduced, of which user profile was a description file of the us-
er’s interest, was an embodiment of the user’s personalized needs, and also was a 
relevant learning object composition [8].  

3.1. User Interest Estimation Based on Behavi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user model determines the model that reflects the ability 
and computability of the real information, and also limits the selection of the 
modeling method and the model updating algorithm in a certain extent. The hier-
archical vector space model uses the tree structure to classify the interest topics 
and makes use of the vector space model to represent the user’s interest. So, a 
three-layer tree structure to represent the user interest model was proposed, be-
cause a topic can have multiple topic features. Of which, the first layer node rep-
resented the user, the second layer node represented the user’s interest topic, and 
the third layer node represented the characteristics values of user’s interests’ topic. 
Thus, the specify model representation method was shown in Figure 1. 

If the user has m different interest topics, then the user interest model can be 
expressed as the following eigenvector. 

1 1 1 2 2 2{( , , ),( , , ), ,( , , )}m m mModel V W n V W n V W n   

where Vi is the ith topic feature vector, Wi is the subject weight, and ni is the num-
ber of document instances of the ith topics (1 ≤ i ≤ m). Now, Wi was initialized, 
and Wi = U(page1)U(page2)∙∙∙U(pagem), of which U(pagek) (k = 1, 2, ∙∙∙, mi)  
 

 
Figure 1. User profile based on vector space model. 

represented the page interest pagek of the user’s interest. While the document in-
stance abstraction key characteristics in topic Si was denoted as {(ki1, pil), (ki2, p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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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 pim)}, of which (kij, pij) was the jth interest key word of in Si class, kij was 
the key word, and pij was the weight of the keyword kij. 

In general, the user has five typical browsing behaviors, which included saving 
page, printing page, Bookmark, visiting times and staying time. These five behav-
iors are the best combination to estimate the user’s interest through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Let U(p) represent the user’s interest in the page p, and then U(p) can be ex-
pressed as follows. 

( ) ( ( ), ( ), ( ), ( ), ( ))U p S p P p B p F p T p               (1) 

where S(p) was the saving page, P(p) was the printing page, B(p) was Bookmark, 
F(p) was the page visiting frequency, and T(p) was the staying time on the page. 
For a page, the user had three visiting behaviors that are saving page, printing 
page and bookmark, one of behaviors expressed that the user had a high interest 
degree in the page. So, the interest degree was defined as follows. 

1 ( ), ( ), ( ) was happened at least one ( ) ( ( ), ( )) otherwise
S p P p B p

U p
f F p T p





       (2) 

We can see in Formula (2), the higher the user visited the frequency of the page, 
the slower the page was scanned, and the more the user was interested the page. 
This result explained that frequency, browsing speed and interest degree had the 
inter-relationship, and can be denoted as follows. 

( )( ( ), ( )) * (1 ){ ( )}
( )/ ( )* , [0,1]{ ( )/ ( )}

v P

v P

F p
f F p T p

max F v

T p Size p
maxT v Size v

 







  


             (3) 

where p is the page and Size (p) is the size of the page p. To simplify the experi-
mental process, we made 0 , and the calculation of interest degree mainly 
considered the size of the text, which was changed from the access page to a text 
instance. To this e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can be simplified as follows. 

1/ ( )( ( ), ( )) {1/ ( )}
v P

Size p
f F p T p

max Size v


                 (4) 

3.2. User Model Updating Algorithm 

In the Web system, the interest learning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knowledge 
acquisition link, because it provided the personalized service for the user. To de-
scribe the user’s personal interest, the initial user model based on the user registra-
tion information or the information was established. Hence, once the current in-
terest of the user was motivated, the dynamic description of user interest was 
adaptively modified. For the user, they can modify the current model, and in the 
meanwhile the current interest model can be changed with the user’s interest. In 
this way, an updating mechanism was taken place, and the updating algorithm 

based on User Profile was shown as follows. 
Input:{<e1,U1>，<e2,U2>，…, <em,Um>} // m is the window size, feature s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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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ity threshold s (0,1) and subject number threshold K; 
Output: Updated interest model 
Function: Size(model) is the number of topics in the current model  
Steps: 
1) for each ej in {<e1, U1>, <e2, U2>, ∙∙∙, <em, Um>} do  
2) Let MaxSim = maxk{Sim(Vk, ej)} // Calculate the maximum similarity 
3) if MaxSim < s and Size(model) < K then 
4) Create new subject Sk =< Vk, Pk> with Vk = ej, Pk = Uj  
5) else for m Sim(Vm, ej) > s do  
6) ( , , )new old

m m jV V e U    
7) ( , , )new old

m m jW W e U    

8) end for 

9) end if 

10) end for 
In the algorithm, if the learning document topic was changed very broadly, then 

the high threshold s would lead to the unlimited growth of interest topic. To over-
come this phenomenon, we take use of the threshold K to limit the number of topic 
in the model. If the number of topic reached K, a K-nearest neighbor algorithm 
was triggered, and it can update the features and weights of the topic, which the 
similarity degree was greater than s. Furthermore, the parameter s and K were 
similar to the MTDR algorithm proposed in [5], s = 0.207 was obtained by the ini-
tial experiment, and K was determined in term of the requirement of the individual 
service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user model updating algorithm took full account 
of the topic and its weight updating, we made K = 10, and used the user feedback 
in the fixed window to update the system. For the topic characteristics vector, each 
topic instance can get, initialize and update via the weighted average method, 
which were shown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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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corresponding weight of the topic, the user feedback <ej, Uj> was given 
and the updating process was shown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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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j ij n   was denoted as the page. 

3.3. Fuzzy User Profile 

In the context of E-learning, user profile was described by the learning object. In 
the meanwhile, the user’s preference was described by two elements of user pro-

file, and usually, they were expressed as a set ( , )U P  [9]. Here   was the 
concept set that described the user’s preference, P was the fuzzy ontology of the 
concept set, and was corresponded to preference. The set of   was a set of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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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ts ci, i  was the weight of a concept, and its goal was to describe the user’s 
preference. As shown in Equation (7). 

1 1 2 2{( , ),( , ), ,( , )}u u u u u u u
n nc c c                     (7) 

This method was quantified the weight of each concept in the set of learning 
objects, which included the following two step. 

Step 1. The weight of each concept ci in the learning object d was a fuzzy value. 
Now, according to FIS-CRM18 membrane model (fis-crm (ci, d)), the basic 
weight value of each concept was calculated, and then can re-adjusted the weight 
values based on the synonyms and frequency in the user’s document. 

Step 2. If a concept was more frequent than other concepts in the user’s docu-
mentation,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concept was highly relevant with user profile. 
Of course, there existed some exceptions. To obtain this correlation, the weight of 
each concept in user profile must consider, and the frequency in the learning ob-
jects. So, the weight of the concept ci in user profile u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Formula (8). 

( , ) | |*(1 )* ( 1)| | ( )
u i
i ij

j u i

docs c u U
w Ln

T U c



                (8) 

In the above formula, j  was the relevance degree between the concept ci and 
learning object dj, docs (ci, u) was the document number of the concept ci in user 

profile, IDI was the total number of learning objects in user profile, IUI was the 
total number of user profile in the E-learning environment [10], and U(ci) was the 
number of user profile, and indicated that the concept ci had the determining 
membership. 

After the weight of the concept was calculated, the correlation distribution be-
tween the concepts can be determined. Thus, the normalized weight would be dis-
tributed in the interval [0,1], and only the concept had an enough large weight 
( 0.5 ), because it is useful for improving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E-learning environment [11]. 

The fuzzy ontology was a vector network, and it took the concept from the 
learning object. Thus, a fuzzy ontology can be seen as a directed graph set[12]. 
Furthermore, each point represented a concept, and an edge represented the rela-
tion between concepts. 

4. Experiment and Assessment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and interesting learning ob-
ject for users. The main task in assessing process was to use the learning objects 
stored in the learning object library to construct user profile and to evaluate it. 

4.1.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the Metadata built by us for Learning, which 
supported open access in the form of domain ontology to obtain learning re-
sources, and especially for teaching resources [13].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Metadata were able to share and reuse objects, which included the storing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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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es and knowledge base for metadata, and were able to support the transparent 
retrieval on a heterogeneous repository network, which included the integrating 
search engine, integrating other resources, searching for network users and restor-
ing visualization detector and so on. Thus, the user interest degree was shown in 
Table 1. 

As the learning object, all users were the contributor of the learning object, and 
users in the experiment must upload more than 10 English-based pdf files to the 
database, because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was so much as to establish a good 

user profile. For example, 10 users used simple query interface (SQI) to collect 
about 2400 learning objects, of which SQI provided the standardized communica-
tion among users, and be able to realize the joint queries. Thus, the selected learn-
ing object can extract the text content from a pdf document, the learning object can 
generate a set of user documents, and the result was shown in Figure 2. In the 
meanwhile, this document set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hich included the pro-
duction of user features and the test of recommended system. 
 

 
Figure 2. The text content from 2400 learning objects. 

 
Table 1. The user interest degree. 

U (p) S (p) P (p) B (p) F (p) T (p) 

User 01 0.17 1.00 0.50 0.17 0.50 

User 02 0.20 0.50 0.50 1.00 0.17 

User 03 0.33 0.20 0.25 1.00 0.50 

User 04 0.67 0.50 0.67 0.40 0.40 

User 05 0.50 0.33 0.17 0.33 0.50 

User 06 1.00 0.14 1.00 1.00 0.50 

User 07 0.50 0.25 0.33 0.20 0.50 

User 08 0.33 0.25 0.14 1.00 1.00 

User 09 0.33 0.33 0.50 0.33 0.33 

User 10 1.00 0.25 0.33 1.00 0.50 

4.2. Ontology Assessment 

Using the above method, the term set and the fuzzy ontology of each user was got, 
these terms set and the ontology set described the user characteristics, and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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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 the basic semantics of the learning object. Thus, through being com-
pared to produce all the relationships of ontology, these relationships included 
four semantic relations, and were extracted from ours database, which included 
synonyms, synonyms, subtitles and upper words. After that, a structured analogy 
and a similarity relation defined by the conceptual network was used, and Preci-

sion and Recall was evaluated [14]. Here, Precision was a selected element corre-
lation probability, Recall represented the probability that a related element was 
selected, and F test was the harmonic average between Precision and Recall. Thus, 
they were calculated by Formulas (9)-(11) to determin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number of retrieved relevant)/(number of retrieved irrelevant)Precision  (9) 

(number of retrieved relevant)/(number of retrieved irrelevant)Recall  (10) 

(2* * )/( )F Precision Recall Precision Recall             (11) 

In this paper, the ontology evaluation standard was adopted, and the experiment 
was used to verify the Precision, Recall and F test proposed in the recommended 
system (Table 2). 

10 users were selected in the test, 620 learning objects with different fields were 
collected by ours database. The data set was divided into training set and test set. 
10 user profile was established by 512 learning objects of the training set. The test 
set contained the remaining 220 learning objects. 

Compared the recommended content from the system with the extracted content 
from metadata (if the user is a contributor of the learning object, this learning ob-
ject is recommended to the user), the values of Precision, Recall, and F test were 
obtained. And then,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shown in Table 3, and the exper-
imental results were shown in Table 4. 

In Table 4, the average values of Precision, Recall, and F test is 86.6%, 83.2% 
and 88.0%, respectively. These data results also represented that the proposed 
system had a good data process performance, and the whole data process was 
shown in Figure 3. 

We can see from Figure 3, the system is flexible and can automatically gener-
ate good recommended content based on user profile. 
 
Table 2. The meaning of the various symbols. 

 Selected Not selected Total 

Relevant rt Nrt Nr 

Irrelevant it Nit Nt 

Total tl Nt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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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ata process for fuzzy recommendation system. 

 
Table 3. The experimental data. 

 rt Nrt it Nr tl 

User 01 20 5 6 20 23 

User 02 18 5 6 19 14 

User 03 14 0 1 12 17 

User 04 22 4 3 23 15 

User 05 15 0 2 16 18 

User 06 10 0 5 17 12 

User 07 11 2 2 11 15 

User 08 14 0 1 16 15 

User 09 15 6 7 14 18 

User 10 6 2 8 6 10 

 
Table 4. The experiment results. 

 Precision Recall F 

User 01 0.78 0.95 0.99 

User 02 0.84 0.91 0.85 

User 03 1.00 0.72 0.86 

User 04 0.76 1.00 0.99 

User 05 0.98 0.88 0.94 

User 06 0.98 1.00 0.98 

User 07 0.87 0.79 0.86 

User 08 1.00 0.85 0.89 

User 09 0.57 0.65 0.78 

User 10 0.88 0.57 0.66 

Average 0.866 0.832 0.880 



J. F. Shao et al. 

 

 

DOI: 10.4236/***.2017.***** 10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5. Conclusion 

The flexibility of fuzzy ontology supported 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filtering problems. A method to describe user profile using fuzzy ontology 
was proposed, and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arning behavior of 
E-learning, and use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to provide the interested learning 
object for users. User profile combined a related concept set to define a fuzzy on-
tology that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d the user’s preferences, and introduced a 
user-selected or created learning object by generated user profile. The experiment 
was realized on ours database platform, and the results have showed that the pro-
posed system was reasonable and valid in the terms of Precision and Recall. Fur-
ther, the future task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ser profile, the aim is to use 
pruning process to avoid the irrelevant concepts to disturb users, to consider the 
feedback information from the user, and even to use some hybrid screening tech-
nology to add more detailed correlation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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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ＢＡＣ在高校智能排考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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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智能排考系统的有效访问控制，首先对排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针对排
考系统用户多、数据量大、访问时间过于集中的特点，对其安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然后将基
于角色的访问控制（ＲＢＡＣ）方法应用于系统的访问控制；其次，对ＲＢＡＣ模型进行了扩展，并增
加义务和奖罚两个元素，将ＲＢＡＣ模型的访问控制力度细化了访问对象的具体操作的控制．同
时，对访问控制流程进行了阐述．通过应用结果表明：扩展后的角色访问控制方法，能有效保证整
个系统数据库中所有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而且，在网络环境下有效保证了多用户的并发操
作，提高了数据库的访问效率．
关键词：角色访问控制；智能排考；高校；ＲＢＡＣ
中图分类号：ＴＰ　３１１．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为适应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我国高校的教育体制也发生了改革和创新，其学生的培养方式逐渐从学

年制向学分制过渡，使学生有更多的自主权去选修自己喜欢的课程，同时，为培养社会所需的应用性人才，
增强学生课程的实践性环节，这种培养方式的多样性导致了课程考核方式的灵活性，并在教学资源相对稀

缺的情况下，这种灵活性往往会出现大面积的考试冲突，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将不但影响学校

的教学秩序和安全稳定，还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考试成绩［１］．在可用考试场地、监考教师、排考时间紧

张与考生人数多、考试任务重、排考课程集聚之间矛盾很难缓解的情况下，传统的手工排考方式已不适应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需求，而研发一种智能排考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２］．同时，如何使排考系统在用户多、数
据量大、访问过于集中的情况下使整个排考结果更加及时、准确、合理、有序是值得我们去再思考的问题．

国外学者对排考系统访问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访问控制模型的构建方面．如Ｂａｌｂｉａｎｉ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３］

将基于角色和权限的访问控制方法应用于排考系统之中；Ａｃｈａｒｙｙａ　Ａｒｎａｖ［４］等人将和声搜索算法（ｍｕｓｉｃ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应用于排考系统的访问控制中；以及Ｔｏ　Ｔａｎｇ　Ｖａｎ［５］在排考系统的构

建过程中，提出了一种面向排考调度的分簇方法，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访问控制流程等．当然，在排考系统安

全机制不断改进的过程中，也有学者对排考系统的访问控制进行了改进，如Ｋｏｓａｋａ　Ｙｏｓｈｉｙｕｋｉ［６］利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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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方法对排考访问过程了模拟，以实现具体对象的具体操作；Ｓａｂａｒ　Ｎａｓｓｅｒ　Ｒ［７］利用轮盘赌图着色原

理来解决排考系统访问冲突的问题等．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国外学者对排考问题，以及排考系统安全性的

研究，主要通过教务管理系统与排考系统的数据资源共享来实现访问控制，并以此构建访问控制模型，且

很少利用这种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Ｒｏｌｅ－Ｂａｓ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ＢＡＣ）［８］方法．
通过ＣＮＫＩ数据库的查询结果显示，我国教育学者们对排考系统及其访问控制的研究呈现升温状态，

相关的文献自２００６年以来以每年十余篇的数量递增．如傅宇然等人［９］在考务系统的访问控制与排考算法

中，将ＲＢＡＣ应用于系统的访问控制，保证了排考关键数据的安全性；高婷等人［１０］研究的高校教务管理系

统中，其通过应用程序的方式来实现排考排课子系统的访问控制．当然，有人对排考系统的访问控制还采

用了算法优化的方法．如 董 传 良 等 人［１１］研 究 的 高 校 选 课 制 下 自 动 排 考 系 统 的 设 计 和 实 现，以 及 乔 民 等

人［１２］研究的高校考试自动安排算法和系统，其采用了运筹学中的分层规划思想，将排考问题分成若干阶

段，以解决访问控制问题．当然，还有部分国内学者对排考与排课问题并没有清晰界定，将两者混为一体，
对排考系统的访问控制最终变成了对排课系统的访问控制研究．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排考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排考算法的优化和系统的构建方面，
但对排考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排考系统访问控制的研究，尤其是将ＲＢＡＣ应用于排考系统访问控制的研

究，则很少有人触及．为此，面对我国高校对学生培养方式从学年制逐渐向学分制过渡的大背景下，针对高

校选课方式自主化、考 试 方 式 多 样 化 的 特 点，研 究 基 于 角 色 访 问 控 制 的 排 考 系 统 为 切 入 点，并 在 原 有

ＲＢＡＣ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模型扩展，使得扩展后的模型对用户的访问控制更加灵活、更加方便．

１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考务管理是高校教学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时间性强、工作量大、
准确度要求较高的工作，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困难的作业调度问题之一［１３］，但排考仍由人工来完成．为使考

务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原有的人工管理已不能适应现行工作要求．同时，存在

如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学生数量多、课程任务重、考试方式的多样化，传统的手工排考方式已不适应信息化的要求，而且

工作效率低下、费人费时、排考过程中的各类冲突问题无法得到合理处理；
（２）在学分制教育体系下，应依据学生的选课任务而进行课程的排考，面对这种任务量大、数据重复

度高的排考工作，手工方式很难保证整个排考过程中所有数据的唯一性和安全性；
（３）面对多用户（考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的并发操作，尤其是在考试相对集中的高峰期，排考结果

数据的完整性如何保证，也是整个排考过程值得研究的问题；
（４）构建排考系统的目的是：一方面为了实现课程考试过程的最优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分析 考 试 结

果，从而了解和掌握学校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情况．既然如此，整个排考过程中所有数据的正确性

应如何保证；
（５）由于排考系统中的大部分基础数据是源于外部系统的数据导入，那么，这些基础数据的正确性和

完整性应如何保证．

２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ＲＢＡＣ）

针对排考过程的一系列问题，特将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理论应用与排考系统的访问控制之中，以待保

证整个排考系统的安全性．ＲＢＡＣ是美国ＮＩ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于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提出的一种访问控制技术［１４］，核心ＲＢＡＣ模型如图１所示，其基本思想是让权限与角色相

映射，在系统中根据用户的需要创建相应的角色，并且将用户分派到相应的角色集合中，于是利用角色作

为中间量将用户与权限联系起来，实现了用户与访问权限的逻辑分离，而不是像传统访问控制技术那样将

访问权限直接分配给用户．在系统构建过程中，引入ＲＢＡＣ的主要目的是将用户（主要包括系统管理员、
学生、教师、学院的教务员、教学秘书，以及不同级别的管理员等）划分成与其在组织结构体系相一致的角

色，以减少授权管理的复杂性，以降低管理开销，同时为管理员提供一个实现复杂安全政策的环境．这样，

ＲＢＡＣ将实现目标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身份认证以及随机验证码登陆的安全机制；二是完成对用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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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的维护，以及为用户分配在可登录的模块中所拥有的角色、并为不同的角色授予不同的权限．

图１　ＲＢＡＣ的核心模型

３　系统目标

由于高校的考务管理工作是一项时间性强、工作量大、准确

度要求高的工作，排考过程的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学校的教学

秩序，而且决定着 学 校 的 教 学 质 量，同 时，体 现 着 一 个 学 校 的 教

务管理水平，尤其是随着近几年教学规模的扩大，其涉及的考试

科目、考试人数的 不 断 扩 大，使 得 考 试 方 式 区 域 多 样 化，导 致 可

用的考试场地、排 考 时 间 相 对 较 少，在 这 种 大 趋 势 下，排 考 所 涉

及的因素越来越多，排考冲突问题越来越复杂，使得这项工作耗

费了大量的人力，原有的人工管理已不能适应现行工作要求．为

使考务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研制一种智能排考系统显得

尤为重要，同时，鉴于系统拥有的用户多、数据量大、访问时间相

对集中等特点，对 系 统 数 据 的 安 全、保 密 性 提 出 了 较 高 要 求．为

此，针对多用户对数据资源的访问，如何保证系统数据的安全性成为排考系统设计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为提高系统的安全性，特在排考系统中进行ＲＢＡＣ的应用研究，以待解决排考过程中数据资源冲突

的问题，从而实现现有高校教学资源的最大化和保证信息的安全性，从而提高高校教务管理部门的工作水

平，促进教育的信息化、网络化和安全化．

４　总体设计

４．１　访问控制模型设计

ＲＢＡＣ模型一经提出，受到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并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许多补充和改进的模型．
笔者在系统功能的测试过程中，也将其引入系统的访问控制中，并根据用户（主要包括系统管理员、学生、
教师、学院的教务员、教学秘书，以及不同级别的管理员等）在系统中所担当的角色不同，将用户和权限分

离，以满足不同系统用户的需要，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随着系统用户数量、生产数据量的日益增长，发现

ＲＢＡＣ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局限性，并不能全满足智能排考系统的访问控制．如在ＲＢＡＣ模型中，将
每个用户根据所属部门或类型进行归类，使每个部门（或类型）在系统中所归属的角色不同，特别是，对一

个用户所属多个部门，每个部门拥有多种用户角色的情形，无法明确定义权限的具体实施，即有权限的用

户（角色）必须实施某种义务应有明确的定义或奖罚机制，如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网络无法连接的提示

时，网络管理员应立即做出权限的实施．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整个排考过程的连续性和有序性．还有，在

ＲＢＡＣ模型中，对权限操作间的交互关系也没有定义．在排考系统的实际测试过程中，可能各权限之间有

明显的依赖关系存在，尤其是在部门之间的一种上下级所属关系，以及用户与所属部门间的一对多关系，
要分配某种权限，可能还需要首先直接分配另一个权限．因此，需对这种ＲＢＡＣ模型做一扩充，使其更能

满足高校智能排考系统的实际需要．
在ＲＢＡＣ模型中，由于采用基于角色的分组管理，使得各操作模块与权限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通过

角色间的相互关系来体现．为此，在ＲＢＡＣ的基础上，引入角色义务这种关系，来补充原有ＲＢＡＣ模型访

问控制的不足．
具体方案是：首先定义一个义务，使其成为ＲＢＡＣ的一个基本元素．这里义务表示有权限的用户（角

色）必须实施的某一操作，而且，这种义务可以是被某一条件所驱动或由某一权限的后续，但必须是得到具

体的实施．与此同时，为促进义务的正确实施，从根本上保证系统中各项系统功能的安全可信实施，还需要

定义一个与义务相关的奖罚机制，以实现整个访问控制过程的最优化．这样，在ＲＢＡＣ四种基本元素（用

户Ｕ、角色Ｒ、权限Ｐ、会话Ｓ）的基础上，扩充一个义务和奖罚元素．具体的定义为：如果义务不执行，就导

致违约，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如果义务成功实施，则进行相应义务的奖励．经ＲＢＡＣ模型扩展后，使其形成

一个元组Ｅ，即Ｅ＝＜Ｕ，Ｒ，Ｐ，Ｏ，ＲＰ，Ｓ，Ｄ，ＲＰＤ＞［１５］，其中Ｏ表示义务，意义为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一对象

进行某一操作，则可用一个集合集ＯＳ来表示，即ＯＳ＝＜Ｅｖ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这样，元

２６６ 　　　　　　 西 安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第２７卷



组ＯＳ中的３个元素分别表示为事件／条件、操作及对象．Ｄ 表示一种角色的分配关系，即ＤＲ×Ｏ．ＲＰ
表示义务实施的奖罚机制，其意义为在某一条件下，对某一对象实施奖励（惩罚）事件，则当奖励时，ＲＰ＝
＜Ｅｖ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否则，表示惩罚机制时，ＲＰ∈＜Ｅｖ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１６］．ＲＰＤ是一种奖励（处罚）的分配关系，可表示为ＲＰＤＲ×ＲＰ．扩展后的实体关系模型如图

２所示．
在图２所示的扩展ＲＢＡＣ模型中，通过角色、义务及其奖罚机制，从而把角色、用户、操作、对象等相

互间的关系整合到基于角色的安全访问模型中，方便了用户对角色的访问控制，以及角色对权限的访问控

制．这样，根据每个用户不同业务需求，赋予他们不同的角色，满足他们不同的访问要求，同时又保证了不

同区域的网络数据安全，提高了数据的访问安全性．扩 展 后 的ＲＢＡＣ，其 角 色 与ＲＢＡＣ中 的 角 色 有 所 区

别，主要体 现为：ＲＢＡＣ中的角色是一种权限配置的被动关系，而扩展后的ＲＢＡＣ元组模型，除表示权限

配置的被动关系外，通过义务具体实施效果的评判［１７］，更能体现角色分配过程的具体化，一定程度上方便

了系统管理员分配角色的具体化和简洁化．

　　　　图２　基于扩展角色的访问控制模型　　　　　　　　　　　　图３　访问控制设计原理

４．２　访问控制流程设计

智能排考系统访问控制的设计原理如图３所示．在系统的访问控制过程中，对权限管理的管理主要是

通过对象的管理来实现的．当用户登录系统时，系统首先判断用户是否拥有界面的操作权限，然后判断用

户角色对应的系统功能模块界面，其次再判断用户拥有界面上具体对象的操作权限．从而将用户、角色、权
限、操作、对象等相互间的关系整合到基于角色的安全访问控制流程中，方便用户对角色的访问控制，以及

角色对权限的访问控制．
按照图３所示的访问控制设计原理，具体的设计思路为：将权限的控制细化到界面上的具体对象，使

拥有操作某对象权限的用户才可以对具体对象进行操作，否则操作对象不可见或不可用．这样，当用户登

录系统时，进行用户身份的认证，以判断用户名和密码是否合法．对于合法用户而言，登录成功后，系统借

助“用户角色表”自动为用户分配角色并授权；然后，根据角色从“角色权限表”中获取用户所拥有的权限信

息；其次，根据“权限表”中权限对应的系统功能编号获取可操作的功能模块；再次，根据功能模块获取该模

块对应的具体操作对象（如查询、修改、删除、增加、打印、导入、导出等对象）标志位．至此，根据具体对象标

志位来激活相应系统模块的对象操作［１８］．相反，对非法用户而言，系统拒绝其访问，并将计算机名、ＩＰ地

址、访问时间予以自动登记．访问控制流程如图４所示．

５　具体应用

在系统功能构建过程中，采用自顶向下的设计原则，将系统功能按照排考过程的业务流程和数据流程

进行，使其形成系统管理、用户管理、排考资源管理、考试编排管理、试卷管理、统计分析等六大功能模块．
同时，每个模块又可细化为多个子模块，进行系统基础数据的维护和系统子功能的实现．其中，为提高排考

工作的效率和保证现有智能排考系统中所有数据的安全性，基于改进的ＲＢＡＣ模型，将系统管理模块进

行了二次划分，其主要包括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权限管理、用户角色管理，以及角色权限管理等几大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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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访问控制流程图

具体功能描述详见如下：

５．１　用户角色管理模块

用户角色管理界面如图５（ａ）所示，用户角色管理模块主

要是用来给用户分配角色，同时也可以查看、删除和重新分配

用户已有角色．
５．２　角色权限管理模块

角色权限管理界面如图５（ｂ）所示，主要功能是实现角色

的维护．在智能排考系统中，系统用户（包教务管理员、学生、
教师、学院的教务员、教学秘书，以及不同级别的管理员等）的

角色是一组访问权限的集合，这样，一个用户可以是很多角色

的成员，一个角色也可以有很多个权限，而一个权限也可以重

复配置给多个角色．
５．３　权限对象访问控制功能

当合法用户登录系统后，智能排考系统根据访问控制的

设计原理进行用户角色权限的判断．当用户拥有对功能界面

具体对象的操作权限时，系统开始自动计时，当界面具体对象

操作无响应时间超过预先规定的时间（预设５ｍｉｎ）时，系统自

动注销该用户的账户，并提示重新登录．当用户无权操作具体

对象时，系统会自动隐藏具体对象或将其变为不可用状态．具
体系统功能界面如图５（ｃ）和图５（ｄ）所示．具体对象控制的核

心代码如下：

ＣＳｔｒｉｎｇ　ｓｔｒ；

ｓｔｒ．Ｆｏｒｍａｔ（"ｓｅｌｅｃｔ　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ｒｔ，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ｌｅｔｅ，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

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ｐｄ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ｕｓｅｒ　ａ，ｕｓｅｒ－ｒｏｌｅ　ｂ，ｒｏｌｅ－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
ｗｈｅｒｅ　ａ．ｕｓｅｒ－ＩＤ＝＇％ｓ＇ａｎｄ　ｂ．Ｕｓｅｒ－ＩＤ＝ａ．ｕｓｅｒ－ＩＤ　ａｎｄ　ｂ．ｒｏｌｅ－Ｉｄ＝ｃ．Ｒｏｌｅ－ＩＤ"，

＼ｍ－ｐａｉｋａｏ－＞ｍ－ｕｓｅｒｉｄ）；

ｉｆ（ｍｙｓｑｌ－ｒｅａｌ－ｑｕｅｒｙ（＆ｍｙｓｑｌ，（ｃｈａｒ＊）（ＬＰＣＴＳＴＲ）ｓｔｒ，（ＵＩＮＴ）ｓｔｒ．ＧｅｔＬｅｎｇｔｈ（））！＝０）｛

　　ＡｆｘＭｅｓｓａｇｅＢｏｘ（ｍｙｓｑｌ－ｅｒｒｏｒ（＆ｍｙｓｑｌ））；
｝

ＭＹＳＱＬ－ＲＥＳ＊ｒｅｓｕｌｔ；

ＭＹＳＱＬ－ＲＯＷ　ｒｏｗ；

ｉｆ（！（ｒｅｓｕｌｔ＝ｍｙｓｑｌ－ｕ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ｍｙｓｑｌ）））
｛

ＡｆｘＭｅｓｓａｇｅＢｏｘ（" 读取数据集失败" ）；
｝

ｉｎｔ　ｉ＝０；

ｗｈｉｌｅ（ｒｏｗ＝ｍｙｓｑｌ－ｆｅｔｃｈ－ｒｏｗ（ｒｅｓｕｌｔ））｛

　　ｓｔｒ１．Ｆｏｒｍａｔ（" ％ｓ"，ｒｏｗ［０］）；

ｓｔｒ２．Ｆｏｒｍａｔ（" ％ｓ"，ｒｏｗ［１］）；

ｓｔｒ３．Ｆｏｒｍａｔ（" ％ｓ"，ｒｏｗ［２］）；

ｓｔｒ４．Ｆｏｒｍａｔ（" ％ｓ"，ｒｏｗ［３］）；

ｂｒｅａ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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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ｓｔｒ１！＝＇１＇）
｛

ｍ－ｂｔｎＡｄｄ．ＥｎａｂｌｅＷｉｎｄｏｗ（ＦＡＬＳＥ）；
｝

ｉｆ（ｓｔｒ２！＝＇１＇）
｛

ｍ－ｂｔｎＤｅｌ．ＥｎａｂｌｅＷｉｎｄｏｗ（ＦＡＬＳＥ）；
｝

ｉｆ（ｓｔｒ３！＝＇１＇）
｛

ｍ－ｂｔｎＳｅｌ．ＥｎａｂｌｅＷｉｎｄｏｗ（ＦＡＬＳＥ）；
｝

ｉｆ（ｓｔｒ４！＝＇１＇）
｛

　　ｍ－ｂｔｎＵｐｄａｔｅ．ＥｎａｂｌｅＷｉｎｄｏｗ（ＦＡＬＳＥ）；

　　｝

　　ｍｙｓｑｌ－ｆｒｅｅ－ｒｅｓｕｌｔ（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ｉｔＳｔｕ（）；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ＲＵＥ；

　　　　　（ａ）用户角色管理界面　　　　　　　　　　　　　　　（ｂ）角色权限管理界面

　　　　（ｃ）授权用户操作系统功能界面　　　　　　　　　　　　　　（ｄ）无权限操作系统功能界面

图５　系统界面

６　结束语

排考工作是高校教学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不但涉及高校的教学秩序与安全稳定工作，而且还涉

５６６第５期　　　　　　　　　　　　ＲＢＡＣ在高校智能排考系统中的应用



及到高校的教学质量评估工作，在高校开展教育国际化和推行产学研用培养方式的大背景下，使得原有的

人工排考方式已不能适应现行的工作要求．为提高考务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智能化，结合排考工

作的业务流程和数据流程，特开发了面向高校教务工作的智能排考系统．
由于智能排考系统具有用户多、访问量大、数据库操作相对集中的特点，使得系统的安全性成为系统

构建的重中之重，为此，引入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ＲＢＡＣ）的思想，建立了排考系统访问控制模型，并将控

制力度细化到具体对象上，对不同角色对应的不同权限的不同对象的访问进行控制，使得系统既安全又方

便，而且各种角色在系统中按照访问控制模型来完成各自允许的操作，互不冲突，从而有效保证了系统数

据库的安全性，并提高了系统的访问效率．通过系统功能测试，结果证明基于改进的ＲＢＡＣ方法具有良好

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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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决排考资源冲突的优化方法

邵景峰１，厉　谦２，畅朝霞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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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教室、监考教师、座次等排考资源在最优考试时间选择上的冲突问题，首先根据排考
的业务流程和数据流程，分析排考过程实际存在的问题；其次，针对各类排考资源在最优考试时
间段的选取问题，构建了具体的算法描述过程，并给出了一些关键算法的设计步骤；最后，在网络
环境下，研制了一种智能排考系统，并借助高校教务管理系统验证了排考算法的合理性和有效
性．结果表明，所构建的最优排考匹配算法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实用性，而且排考系统的实现有
助于缓解我国高校教学资源短缺与考试方式多元化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智能排考；高校；资源冲突；算法优化
中图分类号：ＴＰ　３１１．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面对我国高校因扩招而带来的教育资源配置不足与培养方式多样化之间，以及教学资源短缺与考试

方式多元化之间日益严重的矛盾，如何在各高校开展教育国际化和协同创新体系下，为适应新时代的要

求，实现学生考试管理方式的智能化就显得十分必要［１］．借助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以“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
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为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发现国外学者对排考问题的研究相对较早，是始于１９６４年．当然，在

此期间也对排考资源冲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Ｂｒｏｃｋｌｅｓｂｙ　Ｊ［２］构建的排考系统模型，Ｈａｍａｚａｋｉ　Ｈｉｒｏ－
ｎｏｒｉ等人［３］提出的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排考方法，以及Ｃａｒｔｅｒ　Ｍ　Ｗ 在１９８６年研究的基于时间段优化的

排考算法等，目的是使各类排考资源（如教室、监考教师、座次等）在考试时间段的选择上达到最优匹配．在
考试编排方法不断改进的过程中，也有学者对排考资源冲突问题进行了算法优化，如Ａｃｈａｒｙｙａ　Ａｒｎａｖ等

人［４］提出的搜索算法以及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Ｄ等人［５］研究的考场编排算法等．在我国，对排考资源冲突问题的研

究可追踪到１９９８年，如徐尚进［６］研究的普通高校课务管理排考系统的算法设计，朱书尚和曹世勇等人［７］

研究的关于排考问题的数学模型及其算法等．在此期间，一些国内学者针对不同应用环境下的排考问题给

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如田岭［８］提出的大学自动排考算法；蔡木生［９］研究的高校自动排考算法；刘艳等人［１０］

研究的学院专业课自动排考算法的设计与实现等，都从数学的角度证明了其算法的可行性．当然，也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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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论模型的角度给出 了 一 些 优 化 方 法，如 王 卿 等 人［１１］提 出 的 高 等 学 校 排 考 染 色－匹 配 算 法；董 健 兴 等

人［１２］提出的基于图论的高校排考算法等，期待解决排考资源冲突问题和排考过程优化问题．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排考资源冲突问题的研究主要针对排考算法的设计和优化，并没有

对排考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诸如时间段问题、考场资源问题、座位资源等问题进行较深入研究，也没有从整

体上加以考虑．本文首先从排考实际存在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排考资源间的逻辑关系；然后，从考

场的编排、监考的编排，以及座次的编排过程入手，对各类排考资源在最优考试时间选择上的冲突问题进

行逐步算法描述和流程设计，并实现整体优化；其次，通过智能排考系统的构建，来验证算法的可行性和合

理性，以期解决排考资源在时间段选择上的冲突问题．

１　排考问题分析

排考过程所设涉及的对象主要有：学生（参加考试的对象）、课程（被选择的对象）、选课记录（排考的对

象）、教室（场所对象）、教师（监考对象）、考试时间（包括：每场考试的时间和考试分布的时间段，即考期）

等，这些对象在数据结构上具有数据重用性，而且，每个对象之间在时间上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使得一个

对象的变换往往涉及到多个对象数据内容的变换，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真正实现排考过程的最优化，

则需要在多约束条件下，通过多种优化规则，使现有的对象在编排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达到最优化．当然，要
使现有的对象得到优化，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进行选课体系的优化，尽可能避免课程冲突问题［１３］．尤其是

在高校内部相近专业的排考过程中，更要解决好如下问题：（１）课程名称相同，但课时、学分不同的情况；
（２）不同专业学生，选修同一门课程的情况；（３）不同校区、选修同一门课程的情况；（４）在教室教师资源有

限、安排同一门课程考试的情况．

２　排考问题描述

要解决好排考问题，首先应理顺与排考工作相关的数据流和业务流．其中，数据流来源于学生对象、课
程对象、选课对象．现令集合Ｓ＝｛ｓ１，ｓ２，…，ｓｍ｝、Ｃ＝｛ｃ１，ｃ２，…，ｃｎ｝、ＳＣ＝｛ｓｃ１，ｓｃ２，…，ｓｃｋ｝分别表示学生、

课程、选课对象集合，其中：ｍ、ｎ、ｋ分别表示学生数、课程数、选课记录数．由于ｓｃｉ（ｉ＝１，２，…）的取值范围

源于ｓｉ 和ｃｉ，使得Ｓ中的一条记录可对应Ｃ中的多条记录，而Ｃ中的一条记录也可对应Ｓ中的多条记录．
显然，Ｓ与Ｃ之间是一种多对多关系，学生、选课、课程三者间的关系图如图１所示 ．

在保证基础数据正确的前提下，对于同一门课程的考试编排，通常规定必须安排在同一时间段进行考

试，尤其是面对高校多校区的情况时，更应注重同一门课程安排在同一时间段进行．当然，在智能排考过程

中，要保证这种管理规定得以顺利进行，前提条件就是确保每门考试课程在考试资源的分配上无冲突，而

检验有无冲突的基本判断方法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一个考生只能在一个考场参与一门课程的考试．
为了更加直观地检验排考过程是否存在冲突问题，在图１的基础上，特选取五门课程作为一学期学生

的选修课，结果见表１．由此构建的学生、课程、选课三者间关系所对应的带权的无向图，如图２所示，其

中，图的顶点表示五门课程，而边表示同时选修了相关课程的学生人数．

图１　学生、选课、课程三者间的关系图

表１　五门课程的学生选课结果表

课程编号 选课人数 最大选课人 应考人数

Ｃ１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Ｃ２ ５５　 ８０　 ５５

Ｃ３ ３０　 ８０　 ３０

Ｃ４ ５０　 ８０　 ５０

Ｃ５ ３５　 ８０　 ３５

　　通过图２，借助无向图的顶点个数和边所 对 应

的 权，可 以 构 建 一 个 邻 接 矩 阵 Ｍ，使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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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ｊ）ｎ＊ｎ，其中，ｉ，ｊ≤ｎ且ｍｉｊ ＝ｍｊｉ，即矩阵Ｍ存在对称关系，并且主对角线元素全为０．这样，矩阵Ｍ的

元素存在如下关系：

ｍｉｊ ＝
０，不存在既选第ｉ门也选第ｊ门课的学生

ｍ，存在ｍ个学生既选第ｉ门也选第ｊ门课｛ ．

图２　 带权的选课信息无向图

通过邻接矩阵Ｍ 的构建，可见在同一时间段，为节约

教室资源，对同一考场而言，考试课程间的关系仅有两种

表示方式，即相容（不存在一个学生同时 选 修 两 门 课 程 的

情况）；相斥（存在至少有一个学生同时选修两门课程的情

况）［１４］．为此，用０表示相容，则两门课程同时安排在同一

考场的条件完全满足；而用１表示相斥，则两门课程同时

安排在同一考场会引起课程冲突．
这样，为了尽可能避免同场次考试课程间的冲突问题，还需对邻接矩阵Ｍ ＝ （ｍｉｊ）ｎ＊ｎ进一步简化，

可得到矩阵Ｍ 对应的一个课程关系矩阵Ｃ＝ （ｃｉｊ）ｎ＊ｎ，其中，ｃｉｊ ＝ｃｊｉ，即矩阵Ｃ也存在对称关系，其主对

角线全为０，则

ｃｉｊ ＝
０，无同时选第ｉ门和第ｊ门课的学生，

１，至少有１个学生既选第ｉ门也选第ｊ门课｛ ．
由课程关系矩阵Ｃ，则可得到如下两类数据：

（１）各门课程的关联系数Ｃｉ＝∑
ｎ－１

ｊ＝０
ｃｉｊ（ｉ，ｊ＝１，２，…，ｎ－１，其中，ｎ为课程数，其教学计划的调整而不

断变化），其值越大，表明相容性越差，与其他课程同时安排在同一考场的概率越小［１５］；
（２）与第ｉ门课程相容的课程数Ｎ，其由满足ｃｉｊ ＝０（０≤ｊ＜ｎ且ｊ≠ｉ）条件的所有课程组成．
由关系矩阵Ｃ得出的两类数据可见，在整个智能排考过程中，为使整个排考结果得以合理优化，其首

要条件是必须保证“考试课程之间在资源分配上无冲突”．当然，在这个前提下，要实现教育资源利用率的

最大化，整个排考过程还应遵循如下原则：
（１）要使课程关系矩阵Ｃ存在近似解或可行解，必须使考试资源（教师、教室、学生、课程）在空闲时间

的分配上达到最优；
（２）当存在大型考试、集中考试或连考情形时，参加考试的学生人均场次数的间隔应尽可能大，让学

生有尽可能多的时间进行复习，并使考试资源（教师、教室、学生、课程）在空闲时间上得到合理分配和利

用．

３　 相关算法的构建

３．１　 考场安排算法

考场安排是考试管理环节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科学合理的考场编排方法既可以提高教务工作者的

工作效率，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为此，在编排考场时，首先需解决的问题是如

何将选修同一门课程的学生或同一个教学班的学生在同一考场中选课顺序进行随机编排，并让排考系统

随机分配座位，以体现考试过程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从根本上杜绝考试舞弊现象的发生．
考场编排算法设计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在教室信息表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中选择“空闲”教室信息资源，并将

“空闲”教室资源信息按教室类型（多媒体教室、画室、普通教室等）、座位数ｎ（ｎ≤４０，４０＜ｎ≤８０，８０＜
ｎ）大小进行 排 序 并 分 类；然 后，将 其 排 序 分 类 结 果 依 次 存 入 预 先 设 计 好 的 教 室 临 时 时 间 队 列 数 据 表

Ｔｅｍｐｒｏｏｍ１，Ｔｅｍｐｒｏｏｍ２，Ｔｅｍｐｒｏｏｍ３中；其次，选 取 待 排 考 的 课 程 信 息ｃｉ，每 门 课 程 对 应 的 选 课 人 数

ｋｉｊ（第ｉ门课程的学生人数有ｊ位），以及教室座位数ｎ．若该选课任务所对应的课程还没有安排考场，则该

教学班的课程将满足排考条件，并将选课任务按照属性“考试时间段”进行降序排列，依次存入课程临时

队列数据表Ｔｅｍｐｃｏｕｒｓｅ中．对每门课程而言，在排考过程中，需进行选课人数及考生数ｋｉｊ 与座位数ｎ之

间的除操作，整个过程以占用教室资源数最少，且ｋｉｊ 能整除ｎ为最佳 ．
在考场编排过程中，还应根据考试数量的多少安排相应的监考教师，此时，应从表Ｔｅｍｐｃｏｕｒｓｅ中选

４４３ 　　　　　　 西 安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第２８卷



取首条记录，并根据Ｔｅｍｐｃｏｕｒｓｅ中的开课学院信息，开始检索教师信息表，从中选取“是否排考”字段值

为空的教师职 工 号，构 造 考 试 任 务 链 表Ｅｘａｍｉｎ－Ｄｕｔｙ－Ｌｉｎｋ（Ｎｕｍｂｅｒ－Ｔｉｍｅ，Ｎｕｍｂ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ｒｒａｙ，Ｎｕｍｂ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ｙｐｅ，Ｎｕｍｂｅｒ－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以 及 考 场 链 表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Ｌｉｎｋ（Ｎｕｍ－
ｂｅｒ－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ｙｐ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Ｐｒｉｏｒ，Ｎｕｍｂｅｒ－Ｓｅａｔ），以 初 始 化 链 表 并 将 考 场 链 表Ｃｌａｓｓ－
Ｒｏｏｍ－Ｌｉｎｋ按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Ｐｒｉｏｒ优先级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同时，若考试任务对考场有特殊需求，则按

考场类型（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ｙｐｅ）进行排序，采用最佳拟合方案为每个考试任务安排考场，并存入教师临时空

闲时间队列数据表Ｔｅｍｐｔｅａｃｈｅｒ中进行匹配排考．在此过程中，若匹配失败，则数据库指针下调一位，继

续查询“是否排考”字段值为空的教师，直到满足条件为止；否则，删除Ｔｅｍｐｃｏｕｒｓｅ表中已经匹配的考试

课程，并将最终考场结果存入Ｃｏｕｒｓｅ链表的教室编号节点字段．周而复始，直到Ｔｅｍｐｃｏｕｒｓｅ表中的全部

课程被匹配为止．
依据上述考场编排算法，将其应用到智能排考系统之中，形成“考场安排”功能模块，如图３所示．其

中，主要包括单个学生的考试科目、考试时间、考试批次、考场（教室编号）以及考试备注等信息．

　　　　　　　图３　考场安排结果　　　　　　　　　　　　　　　　　图４　监考安排结果

３．２　监考编排算法

根据３．１的考场编排算法，在监考教师编排算法的设计过程中，首先从课程表Ｃｏｕｒｓｅ中选取任课教

师作为主监考；然后从教室表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中获取教室座位数ｎ（ｎ≤４０，４０＜ｎ≤８０，ｎ＞８０），并根据座位

数ｎ来设置主监考与副监考的比例（１∶１，１∶２，１∶３）；其次，从监考教师链表Ｓｕ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ｕ－
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ＩＤ，Ｓｕ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Ｎａｍｅ，Ｒｉｇｈｔ－Ｓｕ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Ｔｉｍｅ－Ｓｕ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ｕ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选 择

该时间段其属性值（Ｔｉｍｅ－Ｓｕ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为“空闲”的教师作为副监考，并使监考教师的监考场次数（Ｎｕｍ－
ｂｅｒ－Ｓｕ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加１；最后，根据上述基础数据的设置，进行数据链表的初始化，将监考教师链表按监考

场次（Ｒｉｇｈｔ－Ｓｕ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顺 序 进 行 倒 序 排 序，以 构 造 考 试 任 务 链 表Ｅｘａｍｉｎ－Ｄｕｔｙ－Ｌｉｎｋ（Ｎｕｍｂｅｒ－Ｔｉｍｅ，

Ｎｕｍｂ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Ａｒｒａｙ，Ｎｕｍｂ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ｙｐｅ，Ｎｕｍｂｅｒ－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按照监考编排算法的描述过程，借助智能排考系统获取课程信息、学生选课信息、教师信息，以及教室

信息等基础数据，进行算法过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验证，其模块的界面如图４所示．
３．３　考场座次编排算法

３．３．１　算法设计　设某课程的考试涉及到ｍ 个教学班的ｎ个考生，并将每个教学班的考生分别用集合

Ａ１，Ａ２，…，Ａｍ 表示，这样Ａｉ可用集合Ａｉ＝｛ａｉ１，ａｉ２，…，ａｉｋ｝来表示，且ｋ∈［０，ｎ］．同时存在关系ｎ＝Ａ１，

Ａ２，…，Ａｍ．基于此，考场座次编排算法的设计思路为：基于混洗算法的基本思想［１６］，先设ｎ＝Ａ１，将其看

成一个其前后可插入新元素的环；然后，依次将各集合Ａｉ（ｉ＝２，…，ｎ）中的元素顺序插入到环ｎ中的相邻

元素之间，插完为止，最终形成更大的环ｎ；其次，依据考场编排算法，确定各考场的规定人数ｓ，将全部考

生ｎ均匀分散到ｎ／ｓ个考场中去．
３．３．２　算法结果分析　现获取学生选课任务信息进行考场座次编排结果的功能测试，并依据３．１的考场

编排算法描述过程，将各个教学班的选课学生均匀地分配到各个考场，且考场座位编排结果如图５所示．
可见该算法完全可以满足多校区多门课程在同一时间段考试的编排工作，并且考场座位编排结果显示，选
修同一门课程的学生其前后位置并不是同一教学班或学号相连的考生，这充分体现了考试过程的公平性

和公正性，从根本上杜绝了考试舞弊现象的发生．
３．３．３　算法复杂度分析　为了分析种算法的复杂度，现定义如下变量：ｎ为所有课程的选课总人数，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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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考场座位编排结果

根据校区、行政班、选课课程进行分组的组数，ｋ为参加考试的每组人数，ｉ为每个ｋ所需要的考场数，ｓ为

每个ｋ所对应的考生人数，ｆ为某个教学班的选课人数．这样，利用线性随机方法［１７］，通过３．１考场编排算

法为每个考生所产生的随机数进行排序，然后结合每个考场的考场号、座位号，进行数据组合形成考生的

准考证号或考试号，而这个过程正好是一个线性变换的过程，其时间复杂度为Ｏ（ｎ）．同时，假设排序的时

间复杂度为Ｏ（ｎｌｇｎ），则再根据二重循环，系统生成考场号、座位号的过程的时间复杂度为Ｏ（ｍ＊ｉ＊ｓ），故
线性随机方法的复杂度为Ｏ（ｎ）＋Ｏ（ｎｌｇｎ）＋Ｏ（ｍ＊ｉ＊ｓ）．

根据算法的设计思路，具体的伪代码如下：

１　根据选课时间为每个考生生成一个随机数，并根据随机数对考生排序；

２　初始化ｋｃｈ＝１；／／ｋｃｈ表示考场号；

３　ｘｑｄｍ，ｘｚｂｄｍ，ｋｃｄｍ，ｃｏｕｎｔ（＊）ａｓ　ｚｒｓ（ｇｒｏｕｐ　ｂｙ　ｘｑｄｍ，ｘｚｂｄｍ，ｋｃｄｍ）（Ｒ）；／／将考生根据校区代
码、行政班代码、课程代码进行分组，并将结果存为Ｋ，其中ｚｒｓ表示总人数；

４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ｋ　Ｋ／／ｋ表示选课类别对应的学生数；

５　ｋｃｓ＝［ｚｒｓ／２］；／／ｋｃｓ表示考场数，计算ｋ类选课学生所需的考场数；

６　统计ｋ类选课 学 生 中 学 生 最 多 的 选 课 学 生 人 数，记 为ｒｓ，将 选 修 该 课 程 的 学 生 人 数 插 入 队 列
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Ｑｕｅｕｅ；

７　初始化插入位置ｑ＝２，确定当前队列的总人数最大值ｍａｘ＝ｒｓ；

８　对ｋ类学生根据选课情况进行分组，并将其结果记为Ｇ；

９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ｇ　Ｇ；

１０　统计ｇ类选课学生的人数，记为ｇｒｓ；

１１　ｆｏｒ　ｉ＝ｌ　ｔｏ　ｇｒｓ／将ｇ类学生数循环插入到队列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Ｑｕｅｕｅ中；

１２　ｒｅｃｏｒｄ＋＋；／／队列元素执行累计操作；

１３　ｓｅｔ　ｉ．ｒｅｃｏｒｄ＝ｑ；／／在ｇ中查找记录号为ｉ的学生，并置该学生的ｒｅｃｏｒｄ＝ｑ；

１４　ｍａｘ＋＋；

１５　ｑ＋＝２；／／确定下次插入的位置；

１６　ｉｆ　ｑ＞ｍａｘ　ｔｈｅｎ／／如果插入位置已经超出队列的最大范围，则从头开始插入；

１７　ｑ＝２；

１８　ｅｎｄ　ｉｆ；

１９　ｎｅｘｔ；

２０　ｅｎｄ　ｆｏｒ；

２１　根据ｒｅｃｏｒｄ之值对ｋ类选课学生排序；

２２　ｆｏｒ　ｉ＝ｌ　ｔｏ　ｋｃｓ；

２３　πｘｋｋｈ（δｔｏｐ　３０∧ｋｃｈ　ｉｓ　ｎｕｌ１）（Ｔ）；／／在ｋ中，提取没有编排考场的前３０个学生，记为Ｔ；

２４　ｚｗｈ＝ｌ；／／设置座位号为１；

２５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ｔ　Ｔ；

２６　ｓｅｔ　ｔ．ｋｃｈ＝ｋ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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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ｓｅｔ　ｔ．ｚｗｈ＝ｚｗｈ；

２８　ｚｗｈ＋＋；

２９　ｅｎｄ　ｆｏｒ；

３０　ｋｃｈ＋＋；

３１　ｅｎｄ　ｆｏｒ．
在对考生编排考场号和座位号之前，算法过程还要对选修每门课程的所有考生进行重新排序，以得到

一个新的队列，使得每次插入一个新的考生，队列中的对象都要执行加１操作，所以，总的算法复杂度为

Ｏ（ｎ）＋Ｏ（ｎｌｇｎ）＋Ｏ（ｍ＊（Ｏ（ｋ２）＋Ｏ（ｋｌｇｋ）＋Ｏ（ｊ＊ｓ））．

４　结束语

排考是各高校教务管理部门的一项十分重要又相当复杂的工作，其直接目的是为学校各教学部门开

设的课程安排合理的考试时间、地点、监考教师，从而使高校的教学工作得顺利进行．为此，首先对如何实

现智能排考，以及排考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其次，在网络环境下，借助高校教务管理系

统，研制了一种智能排考系统，验证了排考算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最后，通过系统功能测试，结果表明，所
构建的最优匹配算法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简洁性，较好地解决了传统手工排考过程中的随意性和重复性，
并且避免了排考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同时，智能排考系统的实现，一方面优化了高校教务排考工作的业务

流程，提高了教学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实现了排考过程的自动化，降低了繁重的人工手工统计工作，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务工作效率，促进了高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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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我国教育发展新要求，对国内外创新人才能力结构、创新能力评价机制、创新能力提升路径三个方面的研究现状进

行了分析和总结，指出了现今高校在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下一步的研究发展方向，认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将逐渐从分

散走向系统，从理论分析型走向问题解决型。

【关键词】 大学生创新能力；评价方法；提升路径；研究综述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为国家之

间对创新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指出：

以创新能力提升为根本任务。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国内外创新型人

才培养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发

展趋势。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关于创新人才能力结构的研究
国外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人的“创造力”的研究很早就已开始，

英国心理学家高顿在其著作《遗传的天才》中研究了近千名天才

人物的思维特征，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创造性表现的遗传因素。之后

多名学者采用统计学、心理测量学、问卷调查法以及创造性事实分

析法对各领域创新人才进行系统化研究，获取“创新人才”的智力

和个性特征。美国心理学家 J.P在《创造性才能》一书中，将创造
性的人格特征归纳总结为八个方面，并提出“智力三维结构”模型。

创新能力模型方面，最为著名的是斯滕伯格提出的三个维度六个因

素理论。之后，知识、归纳推理能力、问题关注能力等也被引入到创

新能力结构中来。

我国在创新型人才方面的研究从 70 年代开始得到关注，人才
学研究专家王通讯出版的《科学家成功的奥秘》[1]一书中提到了

创造型人才的相关内容。90年代张敬华等论述了创造人才应具备
的心理品格、知识、智能、教育、环境等要素。[2]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岳晓东认为创新思维能力是首要条件，同时注

重辩证思维、批判思维、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3]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林崇德提出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强烈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

力以及完整的创新人格等是创新人才应具有的特点。[4]上述研究

都是国内学者对创新能力素质模型的定性研究。

2、关于创新能力评价机制的研究
在创新能力评价机制方面，对个人创造力、创新人才、大学生综

合素质方面的评价研究已有很多。在创新能力单因素评价方面，国

外专家针对创新的不同要素设计了相关的评价工具，如加利福尼亚

批判性思维技能测量量表和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目

前应用最广泛的测量创新思维能力大小的工具是“创造性思维测

验”。另外，有相关学者运用模糊评价方法、问卷调查法、基于指标

因素集的 Rasch模型法对大学生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
国内学者针对创新能力评价方法的研究较多采取定量评价法

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常见的有：德尔菲法、文献计量法、层次

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法、神经网络法、数据包络法、模糊综合评价等

方法。王家祺等建立了多层次的指标体系，根据模糊综合得分评价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5]张晓秋等人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创新

型研究生人才的生产效率进行测评。[6]党传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

方法构建了特色型大学核心竞争力评价模型。[7]

3、关于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的研究
国内外文献中专门提出“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的很少，大都集中

在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培养机制、培养方法和培养内容方面的研究。

各国根据实际国情，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率先开设了创新力开发课程。[8]哈佛大学把创新

人才的素质培养纳入本科生培养目标。法国的教学方式以“多科性”

和“多面性”为特征，运用网络化教学手段来培养创新型人才。[9]

日本高校非常重视学生思维训练和创造性表现力的培养，东京工业

大学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要贯彻到教育目标、课程设计、教材选择

以及教学方法当中。[10]加拿大高校注重对学生开展现场实践教学，

和企业开展合作教育，提高学生的创新价值。

国内学者对高等教育阶段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涉及理

念、体制、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以及环境氛围营造等多方面的内容，

但在具体实施途径及方法的系统性研究不是很多。李嘉曾认为，创

新人才的培养应建立评价机制、选拔机制以及激励机制。[11]朱宏提

出要改变教育观念、调整专业结构、完善课程体系、完善学分制管理

模式、积极探索研究型教学模式，将科研引入教学。[12]

二、研究现状中存在的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我国高校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仍有以

下不足：

1、尽管已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创新人才能力影响因
素的研究还比较散乱，学者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来研究创新型人才

应当具备的素质，但没有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创新能力结构体

系。

2、在创新能力评价方面，现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从共性的角度进
行评价，没有考虑大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及其就业目标需求在评价过

程中起到的作用。

3、在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化的提升
方案，多数研究模式都是借鉴国外经验，分析自身不足，通过理论上

的思辨来提出宏观对策，而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产生可行性措施

和具体化步骤的却不多。

4、现有研究通常将大学生创新能力的评价和培养途径割裂成
两个部分，忽略了个体评价对创新能力提升的引导性作用。

三、研究发展趋势

集研究型和应用型于一体的本科教育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

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产物，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应当时刻注意

与市场需求和就业方向对接，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将逐渐从分散走向

系统，从理论分析型走向问题解决型，注重从可执行和实践性出发，

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注 释】

［1］ 王通讯 . 科学家成功的奥秘 [M]. 河北人民出版
社 ,1979.
［2］ 张敬华 ,李荣发 .创造心理与人才学 [M].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 ,1991.
［3］ 岳晓东 .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之我见 [J]. 高等教育研

究 , 2004 (1).84-91.
［4］ 林崇德等 .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 [M].北京 :经济

科学出版社 ,2009. （下转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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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思想政治课。因此职业院校要

对思想政治课进行优化，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让政治思想教育达

到进课堂、进网络、进公寓、进学生的头脑的“四进”作用，同时结

合自身的特点，引导学生自愿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以及在各种假期

中开展卫生、文化、科技等专业性能的比赛，同时，有条件的可以支

持下乡活动。对历史纪念日、重大的节假日等充分利用起来，进行

弘扬传统文化、节日、纪念日文化，进行集体和爱国主义教育。积极

地开展寓教于乐、文、活动的各种文体团活动，使学生能够在社会、

学校以及各种团体中，充分体验奉献的乐趣和感动，增强他们的道

德水准。

3、职业院校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必须要坚持解决
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相结合的理念，以情感动学生，以理信服于学

生

职业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引导、关心、帮助学生最好

的教育渠道，职业院校的十七八岁学生正处在思想成长阶段，社会

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以及个人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很容易影响到他们

的思想，因此要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和实

际问题。要引领学生看清事实和困难，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来对他

们的心理问题进行开导和引导、疏导。帮助他们在学习成长阶段能

够为以后的道路打下基础，帮助他们处理好人际关系。充分理解、

了解学生的健康生活，为学生办实事，解决难题。改善他们的学习

环境和条件，对就业加强指导和服务。对待学生要一视同仁。根据

他们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加强心理咨询和健康教育的工作，使学生

们能够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4]

4、职业院校要建立激励与约束、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有效地工
作机制，必须要坚持管理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把思想政治工作融

合到管理学生中去

职业院校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力度，改进学习方法，充

分发挥思想管理作用，才能长期有效的管理学生。管理和教育密不

可分，管理制度能够激励人的进取精神，激发人的潜能，职业院校要

充分尊重学生，对学生真心呵护，才能体现管理制度的核心精神，把

管理制度建立在信任和了解的基础上，给学生充足的发展空间。要

用尊重、关爱去唤醒学生的内心和潜能，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

让学生充分体验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加强和改进对学生的管理，要

完善和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并很好的落实各种规章制度，对学生的

学习、行为和生活加以约束，使他们能够自觉地遵守社会公德，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职业院校的规章制度，要对学生内部的潜能起到

积极的调动作用，使学生能够达到自律，并且和他律相辅相成。促

进学生的创新能力，探索管理制度的新方法、新手段以及新方式。

加强管理人员的素质建设，使管理人员能够达到业务精、作风正、政

治强的要求，增强学生管理队伍的水平，使他们在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5、职业院校要探索新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和方法，必须要坚持
创新，对优良的传统加强继承管理

目前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科技，使学生们接触了很多

的新鲜事物，增加了他们的信息量和思维上的敏捷度。职业院校只

有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时代感，

从实际出发对学生突出的问题和规律进行研究，掌握学生思想观念

的发展和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重点加以确定。对学生因材

施教、因人施教。把学生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才。[5]

三、结语

加强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进职业院校的德育工作，

对《职业教育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贯彻落实，根据江泽民的《关

于教育问题的谈话》方针，对职业院校德育工作要坚持和探索，与

时俱进，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针对性、实效性、发展性和时代性，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使思想政

治工作真正的发挥作用。

【注 释】

［1］ 孙亚忠 .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
考 .教育与职业，2007(9).
［2］ 胡锦涛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

力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光明日报，2005-01-
19.
［3］ 姜映梅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思考 .江苏教

育 ,2004(3).
［4］ 何思平 .“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生思政教育需创新的

现代意识 .经济师，2009(4).
［5］ 李军锋 .论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保持与时俱进 [J].神州 , 

2013(06).

【作者简介】

张玉泉，本科学历，新疆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

授 . 

［5］ 王家祺 ,曹颖颐 .大学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研究 [J].武
汉理工大学学报 (信息与管理工程版 ,2007(8)133-137.
［6］  张晓秋 .用 DEA 方法测评理工院校创新型人才生产效

率 [J].重庆大学学报 ,2008(4)54-58.
［7］ 党传升 .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核心竞争力评价与培育

研究 [D].北京邮电大学 2012年博士论文 .
［8］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报告 [J].

教育研究参考资料 ,1997(16)62.

［9］ 李兴业 .法国高等工程教育培养模式及启示 [J].高等教
育研究 ,1998(2)35-37.
［10］ 胡建华 .大学审议会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 [J].中国高

等教育 ,2001(12)41-42.
［11］ 李嘉曾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1(7)62-64.
［12］ 朱宏 .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J].高校

教育管理 .2008(5).

【参考文献】

［1］ 陈佑清 .交往学习论 [J].高等教育研究，2005(2).
［2］ 王健，杜江 . 关于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J].旅游学刊，旅游教育专刊，1998（12）93-96.
［3］ 肖川 .论教学与交往 [J].教育研究，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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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技术》双语教学模式探索
——基于建构和人本主义教学理念

王纯子 郑晓茹 韩 雪

（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48）

【摘 要】  该文探讨信管专业主干课《面向对象技术》的双语教学模式，分析了《面向对象技术》双语教学改革的必

要性及面临的问题。在教学实践中探索以建构-人本主义思想为导向，有针对性地提出面向对象技术双语课程教学培养策略：

采用“过渡式”和“交叉渗透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运用建构主义开展主动学习而非被动学习；运用人本主义，以情绪教

学为主，以知识教学为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建立灵活、全面的考核体系。

【关键词】  面向对象技术；双语教学；建构主义；人本主义；教学模式

一、采用双语模式讲授《面向对象技术》课程的必要性
《面向对象技术》作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开设的

专业主干课，进行双语教学改革，首先在教育部《关于加强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

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

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信息技术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其

次在就业方向上本专业的主要对口就业岗位为通信、电子等

高新技术企业的软件开发、测试等。这类企业大多具有海外

业务，强调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及适应能力，要求学生能够熟

练应用外语完成项目开发和业务交流。第三，面向对象分

析与设计思想源自于国外，UML 三巨头共同编著的《UML

用户指南》是最权威的经典原版书，直接学习英文原版教材

能够让学生更加精准地理解著作原意，深刻体会技术内涵，

同时提高专业英语读写能力。

二、建构主义与人本主义在《面向对象技术》课程双
语教学中的作用

首先《面向对象技术》课程具有很强的工程实践性，

与现实联系紧密，需要引导学生从原有的对现实世界的认知

体系按照面向对象的思维方法构建起与现实世界相符合的

软件系统的认知体系，这是符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这个

过程要求学生能够充分地利用对现实世界中事物及其之间

关系的理解，根据面向对象的方法，通过自己大脑对知识的

处理和转换，构建起新的知识结构。

其次，该课程要求学生针对某一工程或管理的实际问

题具有独立分析和设计软件系统的能力，该过程具有很强的

灵活性和自主创新性，教学手段必须以人本主义为指导。该

课程技术性强，重在训练学生的系统化逻辑思维能力，内容

较为枯燥，难度大。学生易产生抵触、畏难、挫败和厌烦等

负面情绪。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进行“满堂灌”的方式难以

打开学生理解和创造的大门，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尊重学

生现有的知识结构、能力、情绪和态度，采取鼓励式教学，

步步引导，层层深入，才能协助学生主动地、自行地完成从

旧有知识到新知识的转换和构建。

三、《面向对象技术》双语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
对某校信管专业学生从英语基础、双语学习态度以及

学习需求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发放调查问卷 190 份，回收

有效问卷 183 份，通过问卷分析，发现该课程的双语教学存

在较多现实困难。

1、语言障碍问题突出，英语水平参差不齐

学生英语水平大多处于英语四级，极个别通过六级，

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未通过等级考试。因此选取的双语教

材、中英文教学比例、采取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等必须照顾

到大多数同学的英语水平现状和接受能力。

2、本课程的教材内容多，难度大，且双语教学的进度

比中文教学要慢

在有限的课时内，无法将教材中所有内容全面讲解。

因此在教学内容方面需要进行取舍，要对部分章节内容进行

重新编排和组合。

3、大多数学生认为双语课程会增加学习负担和难度

对于学习效果缺乏信心，对于考核方式忧虑较多。

4、现在双语课堂中“英文 PPT，纯中文讲授”的情况

严重

这是由教学目标定位不准，任课教师英语授课能力不

足，教学方法设计不够，教学对象研究不深等多方面原因造

成的。

四、基于建构 - 人本主义的面向对象技术双语教学策略
1、采用“过渡式”和“交叉渗透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1）采用 “过渡式双语教学”，使用中英文授课，中

英文板书，全英文的 PPT。课堂讲授英文所占比例控制在

20%-50%，刚开始英文讲授比例低，随着学生对教学模式

和英语环境的适应逐步提升。

（2）“中英文交叉渗透式”主要体现在，介绍概念和建

模规则用英文，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应用用中文，既保证第

一手学习资料的准确性，又避免语言障碍带来的学习困难，

二者矛盾得以平衡。

2、运用建构主义开展主动学习而非被动学习

通过回顾老知识，导入新知识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

对面向对象基本原理和各个概念获得心理意义，实现“有意

义的学习”。在引导过程中，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空间，依

照从点到面，由表及里的学习逻辑，自行推导下一步应解决

的问题，辅以教师的提点和讲解，大胆提出可行思路，总结

出新知识，建立起“新 / 旧”知识间的非人为的实质性必然

联系。

3、运用人本主义，以情绪教学为主，以知识教学为辅

针对学生对待本门课程 “惧怕 - 不自信 - 厌倦 - 反感”

的情绪发展过程，构建起学生的正向学习情绪。注重以生动、

活泼、浅显的教学语言，结合贯穿式实例讲解方法，将复杂、

晦涩难懂的符号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本质性含义，由浅

入深，深入浅出，树立起学生学习本课程的信心和兴趣。

4、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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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对外宣传工作。

3、全面实施多媒体教学

科学技术日益更新，准确把握其主流方向是每一个外

宣翻译工作者的基本技能。指导学生获取大量的科技信息，

检索到大量的时效性强、内容新颖的双语资料，是科技英语

翻译教学的必要环节。运用网络技术辅助科技英语翻译教

学，有助于教学资源的更新，并拓展理论教学，真正实现授

课内容与技术发展同步。而且，资源共享可弥补课堂教学的

不足，切实达到课内、课外同步学习的目的，从而大大提高

学习效率。

四、大力开展校外实训
训练外宣译者的基本功，提升外宣译者的素养，教师

必须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训练项目，既培养语言文字能力，

又开发跨文化能力，从而确保外宣译本的质量。校外实训是

课堂教学的有力补充，教师可通过各种途径为学生寻找课外

实习、实训的机会，通过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线上翻译、学术

会议记录翻译、科技产品性能翻译等实践环节，让学生亲身

体验科学技术外宣翻译的全过程。而后，要求学生自我检测

与评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后，进入集中讨论环节，

授课教师对学生的翻译进行点评，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梳

理翻译技巧。

五、强化科技文献的阅读训练
科技文献的阅读是有助于学生了解科技方面知识、扩

大科技方面的英语词汇、涉猎当今世界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

动态。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研究科技文献语篇的交际目的和

语言使用策略，分析并比较同一类文体的体裁的共同点和不

同点，可促进学生超越对语篇语言表面特征的简单描述，而

力求探索从深层解释语篇的理据，以便熟悉科技文献语篇体

裁的纲要式结构，了解这类体裁典型的构建方式，从而深刻

理解地道的科技语言风格，为外宣翻译达到“可读性”打下

坚实的基础。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为中国打开了一

扇宽阔的信息大门，技术输入与输出齐头并进，因此我们面

临一项艰巨的挑战 ：高层次翻译人才的匮乏。因此，在实际

翻译理论教学和翻译实践教学中，教师必须在帮助学生夯实

语言功底的基础之上，努力拓展其知识面，提升其专业素养，

从而培养出具有专长的实践型翻译人才。

【参考文献】
[1]  赵军 . 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 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2017.08.

[2]  陈珂，孙焕婷 . 城市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陕

西省城市外宣用语现状调查与规范 .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08.

[3]  黄友义 . 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对外

宣传中的难点问题 [J]. 中国翻译 ,2004(6)27-28.

[4]  朱义华 .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D]. 上海 ：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作者简介】
高宝萍（1970—）女，天津人，教授，主要从事科技

英语翻译教学与实践工作 .

（1）比较分析法。将不同的软件开发思维方法、不同

例子、新旧知识等进行对比分析，构建知识点间的联系，加

深学生对新概念的理解和认识。

（2）针对抽象的概念，采取贯穿式实例讲解法。这里

的“贯穿式”有两个含义 ：一是本课程内容涉及的所有概念

均类比于现实生活中的实例进行讲解 ；二是为了保持理解的

连续性，以同一例子，纵向深化，横向对比说明不同概念。 

（3）先分析具体案例，再总结抽象为理论。遵从于学

生学习知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先分析浅显、直

观的现实例子，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初步概念，再引导学生对

现实事物特征进行总结和抽象，形成新知识。

（4）适时进行提问互动，开展“练习法”和“讨论法”

进行教学，进一步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探索获取知识的

能力。

（5）以多媒体教学课件为授课内容的引导和提示，对

重点、难点内容以板书形式进行详细推导和说明，现场辅以

实际系统与 UML 建模工具的操作演示，并准备教学教具进

行直观化，实例化讲解。

5、建立灵活、全面的考核体系。要兼顾各层次学生的

学习水平，以专业知识考核为根本目的，以专业英语考核为

辅助引导

（1）平时考核中侧重于让学生用英语来思考和回答问

题，锻炼其专业英文的听说读写能力，体现双语教学对其素

质培养成效。开展案例分组讨论，学生通过共同查阅资料，

反复讨论研究，分工或选择代表做英文 presentation 陈述系

统分析设计过程。

（2）期末考试适当放宽中英文出题和作答的限制，考

核学生专业技能的真实水平。采取中英文结合的方式，对于

书写量少且答案唯一的客观题，常用专业词汇及短语以英文

描述，学生英文作答为主。对于系统分析与设计类的主观题，

以中文描述和中文作答为主。

【参考文献】
[1]  肖建芳 .  当代国际双语教学模式概论 [M].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2]  王瑜，刘妍 . 论双语教育的功能内涵 [J]. 教育评论，

2016.1.132-136.

[3]  刘颖，许南 . 高校转型背景下双语教学改革研究 [J]. 

当代教育论坛 , 2016.3.1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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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纯子（1983—）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博士，西

安工程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 ：优化决策，创新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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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工程大学校级基地（中心）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一流学院、一流专业”的实施意见》，促进我校

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科技可持续创新能力，稳定研究队伍，

培养和吸引优秀科技人才，形成一批研究方向明确、学术水

平高、学科队伍结构合理、特色明显的科研基地（中心），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西安工程大学校级科研基地建设的主要目标

是围绕科学前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发挥我校

多学科的优势，积极联合省内外创新力量，有效聚集创新要

素，构建协同创新模式。建立一批校级科研基地，培养一批

拔尖人才，产出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大学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同时也为建设更高级别科研

基地打下基础。 

    第三条  建设校级科研基地遵循“科学设置、分类管理、

突出特色、从严控制”的基本原则，坚持“多元、开放、融

合、持续”的运行机制，引领我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 

    第四条  校级科研基地实行公开遴选，坚持“扶优扶强”

和“择优汰劣”原则，突出特色，强化优势，目标考核，动

态管理。 

第二章  建立的范围及条件 

    第五条  校级科研基地主要建立在具有基础研究或应

用研究实力的学院/部。鼓励联合建立新兴交叉学科和多学

科综合研究的科研基地；鼓励各单位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



建立跨部门的联合科研基地。  

    第六条  根据学校“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的要求，对

校级科研基地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优先支持具有

进一步申报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基地实力的校级科研基地。  

    第七条  申请认定的西安工程大学校级科研基地需具

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特色，坚持在科学前沿进

行探索和积累；  

    （三）科技处组织专家答辩评审，校学术委员会审定，

并进行公示 15日； 

    （四）公示无异议后，学校正式发文公布。 

第四章  组织管理与实施 

    第十条  获准资助的校级科研基地，每个基地资助强度

为：管、文、艺：5 万元/年；理工科：10万元/年，建设经

费依据考核结果按年度划拨，实行滚动资助。各科研基地应

发挥科技创新的引导和聚集作用，充分利用现有各类资源和

条件，积极吸纳行业企业、社会力量、政府机构等多方面的

投入与支持。 

    第十一条  校级科研基地应科学编制经费预算，并报财

务处、科技处审核备案。 



 



 

 

 

 





 



成果大会报告及网络报道 

 
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报道了邵景峰老师在 2017 年中国纺织人才大会上作的《不忘初心汇英才专注纺

织有人才》报告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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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能力、岗位、课程融合的信管专业课程建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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