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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PCARES-CDIO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is introduced, and a 
student-centered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s designed. From five aspects 
of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RP application, ERP 
development, and big data analysis, the knowledge field was sorted out, the curriculum and project 
system were optimized through reverse design method, and furthermore, the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as realized.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 integrates the 
CDIO engineering education mode with the student-centered and results-oriented concept, and on 
the practical level, expands the reform practice of CDIO's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in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ajor. It provide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of 
similar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brother colleges. 

Keyword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Personnel training; Student centered 

 

以学生为中心的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鲁艳霞 11，吴迪 21，黄川林 31*，盛国军 41 

(1.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信息与商务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辽宁 大连 116023) 

摘要：引入 TOPCARES-CDIO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理念，设计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从现代企业管理、

现代信息技术、ERP 应用、ERP 开发、大数据分析五个方面梳理知识领域，通过反向设计方法优化了课程与项目体系，进一

步实现了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理论层面将 CDIO 工程教育模式与以学生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的理念进行融合，

在实践层面拓展了 CDIO 在信管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为兄弟院校同类专业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提供一定的

借鉴意义。 

关键词：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人才培养；以学生为中心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条件下，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工作。可以说，人才培养是社会

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也是高校专业改革与实践永恒不变的主题。 

信管专业隶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与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存在着一

定程度的交叉与融合。该学科的主要特点是：突出了管理学门类和信息技术领域的相关方法、工具及平台，

也强调了综合性较强的实践应用。随着企业“两化融合”的需求，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作为最重要的一类信息系统，已经成为企业提升管理基础水平，实现“互联网+”和“工业 4.0”的关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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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因素
[1]
。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企业竞争日趋激烈，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以下简称“信管专业”）

的人才培养也逐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兴起，企业内部的信

息化管理已经到了后 ERP 时代
[2]
。伴随“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物联网和工业 4.0 等热点的不断推

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 ERP 行业逐渐走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趋势。随着企业信息化的发展，企业

累积了海量的业务数据，如何准确、高效、实时的进行数据处理已经成了企业对信息化人才的客观需求，

因此也对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此背景，本文以我校（大连东软信息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研究背景，基于我校

TOPCARES-CDIO 工程教育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以专业 ERP 信息化人才培养为特色，

设计了一体化人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1 信管专业教学改革研究现状 

随着各高校对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视，越来越多的高校着手进行信管专业的人才培养与教学改

革，从培养目标、专业方向、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师队伍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众多学者与领域专家已经对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CDIO（Conceive-Design-Implement-Operate）是国外高等工程教育的一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顾佩

华
[3]
等在国际 CDIO 工程教育改革基础上，以汕头大学工学院工程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背景，提出

了 EIP-CDIO（Ethics、Integrity、Professionalism-CDIO）的工程教育理念，强调了工程设计导向、个

人能力、团队能力、系统调控能力培养，并且从培养模式、培养计划、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质量评估等

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温涛
[4]
以大连东软信息学院为背景，提出了 TOPCARES-CDIO 的人才培养模式，

该模式以培养学生八大能力为核心点，深入开展基于专业的应用型一体化人才培养。从 CDIO 教学改革来

看，虽然众多学者已经做出了很多的研究，但是针对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改革尚不够完善。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是以结果为基础的教育模式，率先在北美首先发展起来。以学生为

中心（SC：Student Centeredness）是一种人才培养范式或模式的改变，指的是以学生学习和发展为中心。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 OBE教育教学改革方面，鲁艳霞
[5]
等以学生学习效果为导向，设计了基于 OBE 理念的专

业改革工作流程，并在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进行了实践。尽管如此，国内外对于信管专业 OBE改革的研究相

对较少。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教学改革方面，各高校专家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专业系统性的阐述了 CDIO、OBE、

SC 等人才培养改革模式与理念，也取得了系列改革成果。但是针对信管专业的探讨却比较匮乏，能够融合

CDIO和 OBE教学理念的教学改革更是十分匮乏。因此基于各高校信管专业背景，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基于

OBE-CDIO 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以我校信管专业教学改革为基础，基于我校 TOPCARES-CDIO 系列实践

成果，探讨了 OBE-TC 理念下基于 SC的专业教学改革。 

2 基于 SC 的信管专业培养模式思路 

我校信管专业先后进行了 TOPCARES-CDIO 教学改革、创新创业教学改革、OBE 教学改革。随着教学改

革的逐步深化，2017 年开始强调了基于 TOPCARES-CDIO 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学效果为导向的一体化

教学改革，并设计了专业改革人才培养改革思路，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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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SC的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思路 

专业首先采用网络调研、调查问卷、企业走访、专家访谈、专业研讨等多种形式，进行利益相关者调

研，获取了企业、家长、在校生、实习生、毕业生等社会需求，进一步明确基于 ERP 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完善人才培养目标；然后参照教育部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指导性纲要以及国内

和国际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确定本专业毕业要求；针对专业毕业要求，基于学校定位与专业特色，制定学

习结果的量化标准，并通过将毕业要求逐一分解到专业人才培养能力体系中，从而实现对人才培养目标的

支撑；最后通过知识领域梳理，将毕业要求映射的能力体系对应到项目单元，从而实现一体化项目体系的

设计与优化。 

3 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 

3.1 人才培养目标与毕业标准 

随着 OBE 改革的逐步深入，通过网络调研了 153 家企业信息化公司，获得了企业对学生及专业毕业生

的能力需求，设置 8 个一级、32 个二级、59 个三级能力指标。调研学生毕业后五年应掌握现代企业管理

与信息技术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信息系统应用能力，在工商企业、IT 公司、政府机关、金融机构等领域

从事 ERP 应用与开发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基于 OBE 的教育理念关注学习产出效果，为了更好的实

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并有效达成，通过专业多次研讨，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素质三个方面确定了

专业毕业要求与能力体系。部分内容与要求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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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毕业要求与能力体系 

毕业要求 
专业培养标准 

知识能力要求 
标准二级 权重 标准三级 

1.熟练掌握自然科学基础

理论、现代企业管理与信

息技术专业基础知识，掌

握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

与开发等专业知识，掌握

ERP 平台应用与开发专业

知识。 

1.2 数学及自然

科学知识 
0.1 1.2.1 数学知识 掌握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等

相关知识。 

1.3 专业基础知

识 
0.3 

1.3.1 现代企业管理基

础知识 

 掌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架构，掌

握现代企业信息管理的基本理论与

方法。  
1.3.2 现代信息技术基

础知识 
掌握数据处理与分析的基本理论与

技能。 

1.4 专业知识 0.6 

1.4.1 信息系统（ERP)
应用专业知识 

掌握 SAP 等信息系统应用的基本理

论与技能。 
1.4.2 信息系统（ERP)
开发专业知识 

掌握 SAP 等信息系统开发的基本理

论与方法。 
1.4.3 企业数据分析专

业知识 
掌握 SAP 等信息系统数据处理与分

析的基本技能与方法。 
 

3.2 信管专业五大知识领域梳理 

信管专业主要涵盖现代企业管理、现代信息技术、信息系统应用、信息系统开发、信息管理等五大知

识领域。各知识领域主要知识单元如表 2 所示。 

表 2 信管专业五大知识领域 

知识点 知识点描述 

现代企业管理 
涵盖管理、会计、经济、市场、组织、财务、人

力等专业基础知识。 

现代信息技术 
涵盖 office、数据库、程序语言、网络技术等专

业基础知识。 

信息系统应用 
涵盖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资源规划、供应链管理、

物流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专业知识。 

信息系统开发 
涵盖信息系统分析设计、项目管理、Web 开发技

术、移动开发技术等专业知识。 

信息管理 
涵盖数据仓库、商务智能、信息资源管理、信息

统计等专业知识。 

通过有效的知识领域梳理，可以找出现有课程体系中教学内容重复的地方，同时也能发现课程体系中

的新技术与新理论应用不足之处，查缺补漏，缩减课时，优化课程体系，促进毕业要求的有效达成。本文

仅以信息系统应用知识领域（基于我院 ERP 应用特色）为例，列举了该领域所涵盖的知识单元、知识点、

建议学习学时、知识与能力掌握程度等内容，部分样例如表 3 所示。 

表 3 专业知识领域梳理样例 

知识

单元 
知识点 知识点描述 

学习

学时 

知识掌

握程度 

能力掌

握要求 

ERP

基础

知识 

ERP基本概念 
系统管理、生产类型、物料相关的概念、时间

相关的概念、其他概念 
6 L2 L2 

财务管理 企业财务管理的业务流程 12 L3 L3 

销售管理 
销售管理的任务、销售管理业务类型与业务流

程分析、销售管理系统的功能 
12 L3 L3 

采购管理 
采购管理的任务、采购管理业务类型与业务流

程分析、采购管理系统的功能 
8 L3 L3 

… … … … … 

大型

企业

ERP

应用

知识 

SAP 概述 SAP发展历程、SAP BO概述、SAP 基本使用 4 L2、L3 L2、L3 

物料管理

(MM) 

物料管理概述、物料管理主数据、采购管理、

库存管理、发票校验 
20 L2、L3 L2、L3 

销售与分销

管理（SD） 
概述与组织结构、主数据、业务流程管理 12 L2、L3 L2、L3 

… … … … … 

备注：其中 L1-L4，表示布鲁姆分类中前 4 个层级，分别是认知、理解、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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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反向设计方法的课程体系 

我校信管专业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通过全方位调研得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培养目标分解到毕业

标准中，并映射到专业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中。通过反向设计构建了基于 ERP应用开发和 BA（Business 

Analysis）数据分析的两条链路，如图 2 所示。 

 
图 2 一体化项目教学体系 

在核心课程中，同样基于反向设计的思想，首先根据专业人才培养需求确定课程或项目培养的一般目

标；然后明确所期望达成的效果所需要培养的知识、能力、素质具体目标；接下来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理

念使学生明确考核形式、考核项目、项目分值等评价要素；最后为了有效达成学习效果，设计学生的学习

方法和教师的教学方法。表 4 以“企业资源规划”课程部分内容为例，通过反向设计，有效保证学习效果。 

表 4 企业资源规划反向矩阵设计 

一般目标 具体目标 反馈与评价 学法 教法 
1 2 3 4 5 

（1）理解 ERP 的

基本原理和 ERP
项目的实施方法

并认清 ERP 的发

展趋势； 
（2）能够运用销

售、采购、生产、

库存、财务等 ERP
知识在典型 ERP
平台上进行业务

处理 
…… 

知识： 
（1）阐释 ERP 基

本原理，识别各模

块关系，讨论项目

实施方法； 
能力： 
（2）分解企业业

务流程，基于 ERP
知识进行优化； 
…… 
素质： 
（8）具有端正的

学习态度和学习

目标，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考察题目： 
（1）课堂表现（形

成性） 
（2）项目实践（形

成性） 
…… 
考核方式： 
阶段测试+项目成

果物+闭卷笔试 

（1）根据教师提

供的课件、项目指

导书、参考资料等

进行课前预习，并

完成课下作业； 
（2）根据学习效

果动态选择课堂

助教，以动态分组

方式由助教讲解

学习内容，小组内

随机抽取组员演

示； 
…… 

（1）建立班级讨

论群，提供资源

（ERP 课件、项目

指导书、参考资

料），要求学生做

好课前预习，通过

课堂练习、作业进

行巩固； 
（2）通过课堂动

态助教方式，组织

学生动态分组，基

于学生学习效果，

层次性分配小组

学习任务； 
…… 

5 结论 

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多年的 CDIO

教学改革实践经验，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例，阐述了该专业在 OBE-TC 理念下如何基于 SC 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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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实践。本文首先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然后从 CDIO 改革、OBE 改革、以学生为中

心的改革三个方面阐述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现状，接下来设计了基于 SC 的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思路，

最后从人才培养目标、毕业标准、知识领域梳理、反向设计课程体系等角度进行专业建设实践。通过实践

证明，我校信管专业在教学改革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已经初步取得一定成效。本文给出的信管专业建设实践

一方面丰富了 SC 方法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为高校同类专业改革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后续将在如何

针对专业人才培养链路，深化 SC 教学改革、优化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进行深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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