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一、 学科概况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泰勒 “科学管理” 理论的继续和发展， 它以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
动的客观规律及应用为研究对象， 以数学、 运筹学、 系统工程、 电子技术等为研究手段， 是一
门跨自然科学、 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具有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特色。

管理科学的朴素思想随着 １９１１ 年泰勒所著 枟科学管理原理枠 一书的问世， 才开启了现代
管理科学的帷幕。 １９３９ 年， 英国布莱克特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为了解决复杂的军事问题， 利
用数学、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把管理问题描述成数学模型， 求出它的解并进行系统研
究， 标志着管理科学正式形成。

１９３５ 年， 在我国上海沪江、 复旦、 暨南、 光华等私立大学已设有高等管理系科。 １９４９ 年
前， 全国大学的管理教育已具有相当规模。 １９５２ 年， 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 各大学仿效
苏联， 不设管理专业， 但 “生产组织与计划” 与 “工业企业管理” 这两门课程因主要讲企业
管理技术层面的内容得以保留。 １９５２ 年， 教育部聘请苏联专家举办研究生班， 由全国各所大
学推荐教师参加， 三年学成后返回原校， 成为各校 “生产组织与计划” 和 “工业企业管理”
这两门课程的教学骨干。 １９５６ 年前后， 一些留学美国的运筹学、 质量管理方面的专家回国，
传播先进管理知识， 并受到有关主管部委的重视， 形成了管理学科研究的基础。 同时在自动化
学科由于大系统控制和系统科学技术研究发展了系统工程研究， 成为管理学院和管理工程学科
重建的前奏。 １９７８ 年， 钱学森、 许国志、 王寿云联名在 枟文汇报枠 发表了题为 枟组织管理的
技术———系统工程枠 一文， 推动了最优化方法、 图论、 排队论、 对策论、 可靠性分析、 预测
技术、 系统论、 信息论、 控制论、 价值工程等方法和技术的普及应用并取得显著效果。 １９７９
年， 清华大学等 １１ 所理工科大学申请成立管理工程专业， 得到国家教委批准， 我国大学的管
理教育从此恢复。 １９８０ 年开始， 企业推行了定额管理、 工业工程和工程管理， 采用管理信息
系统、 运筹学、 系统工程技术和方法优化管理过程， 提出了管理现代化的目标， 引进和推广了
１８ 种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技术。 １９９０ 年， 钱学森等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 提出从定性
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论， 进一步引导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快速发展， 使得这一学科的发展进
入了繁荣时代。

现在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已进入面向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更加复杂的系统科

学与管理决策问题， 研究其基本理论和规律， 寻找求解方法和管理技术的新阶段。 理论方面主
要从哲学与数学的再认知角度， 研究管理科学的普适性、 内在关联性和演化动力特性等基本理
论； 方法与技术方面主要综合信息技术与优化方法， 研究组织运作与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的评
价与决策， 适应内外环境的体制与模式的选择与优化； 研究途径方面主要运用现代的科学研究
方法、 技术手段和实验环境， 针对更加错综复杂和快速发展的决策行为和管理问题， 解释和发
现社会与经济管理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二、 学科内涵

1．研究对象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以研究人类社会管理活动和各种现象的规律为目标，
从操作方法、 作业水平、 科学组织等不同层次进行研究， 为解决管理问题， 支持管理决策提供
科学的量化分析结果。

2．基础理论知识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自然科学、 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种学科相互渗
透、 交叉融合而形成的综合学科。 数学、 行为科学、 系统科学、 技术科学、 认知科学是该学科
的理论知识基础。 数学主要涉及概率论、 统计学、 运筹学和计算数学等； 行为科学主要涉及经
济学、 社会学、 心理学等； 系统科学主要涉及系统论、 控制论、 耗散结构理论、 协调论等； 技
术科学主要涉及信息科学、 计算机科学、 工业技术等； 认知科学主要涉及脑神经科学、 决策行
为学等。

3．研究方法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以工程技术学科、 数理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为基础，
运用数学建模、 数理统计分析、 实验、 计算仿真、 实际调研等方法， 对各种管理问题进行设
计、 评价、 决策、 改进、 实施和控制， 为管理决策寻得一个有效的数量解。
三、 学科范围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覆盖面比较广， 主要涉及且给出指导性的研究领域有： 管理科学、 管
理系统工程、 工业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程管理、 社会管理工程、 管理心理与行为科
学、 电子商务技术、 科技与创新管理、 服务科学与工程等。

1．管理科学　是应用逻辑推理、 定量分析、 实证研究等科学方法， 为研究和解决各类管
理问题提供基础理论、 方法与技术支撑的学科。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管理科学和管理思想史， 一
般管理理论与研究方法论， 优化理论与方法， 决策理论与方法， 对策理论与方法， 评价理论与
方法， 预测理论与方法， 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 管理系统分析与仿真， 风险管理技术与方
法等。

2．管理系统工程　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 管理科学、 经济学、 数学， 以及信息技术及方
法， 揭示各类复杂社会经济系统和工程系统的规律， 设计、 运行和管理各类复杂社会经济系统
和工程系统的基本理论、 管理技术及方法的学科。 它以复杂系统科学和管理科学为基础， 以多
学科知识为支撑， 利用现代化手段和技术， 进行各类社会经济系统和工程系统中的科学决策，
以及管理实践中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系统分析与建模、 综合集成、 仿真、 复
杂管理系统维护等。

3．工业工程　是研究生产和服务系统有效、 经济、 安全和协调运作的理论与方法的学科，
从系统、 集成和创新的视角， 对制造业、 服务业等企业或组织中的实际管理和工程问题进行分
析、 优化与设计， 以达到系统在效率、 效益和质量方面的目标， 并获得最佳的经济与社会效
益。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１） 现代工业工程理论与应用： 工业工程基础理论方法、 先进制造
技术等； （２） 运筹学与系统工程： 数学规划、 排队理论、 库存理论、 系统仿真、 系统评价、
马尔科夫决策、 应急管理等； （３） 生产运作与服务管理： 各种生产与服务系统的分析、 设计
与运行、 服务管理、 项目管理； （４） 人因工程： 生理工效学、 心理工效学和组织工效学等；
（５） 质量管理与可靠性； （６） 物流工程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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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是研究组织中的现代信息系统规划、 分析、 设计、 实施、 维护
管理和评价， 先进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 数据资源的开发应用， 信息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
学科。 它以系统的观点为指导， 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工程技术和行为科学相结
合的研究手段， 分析并解决各类组织中的信息系统与技术开发应用， 数据资源的开发应用， 信
息管理等问题。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１） 信息系统开发： 信息系统战略规划、 信息系统分析
与设计等； （２） 信息系统应用： 管理信息系统、 决策支持系统、 互联网与电子商务、 知识管
理系统； （３） 数据资源的开发应用： 数据挖掘、 商务智能、 大数据理论与应用等； （４） 组织
中的信息管理： 信息系统价值评价、 信息系统安全与维护、 信息系统外包等。

5．工程管理　是对大型工程项目进行统筹系统计划、 组织、 指挥、 协调、 控制和评价提
供理论、 方法和技术支撑的学科。 通过对工程系统进行数学建模和求解， 解决工程建设领域的
项目决策和全过程管理问题， 并为决策者选择方案提供定量依据。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工程投
融资管理， 工程资源统筹规划理论与方法， 工程项目治理及分包管理， 工程招标控制理论与方
法， 工程的风险与安全管理， 工程集成控制技术， 工程环境与生态技术， 工程信息管理技术和
国际工程管理等。

6．社会管理工程　是协调各行为主体关系， 规范社会行为， 解决社会问题， 化解社会矛
盾， 促进社会公正， 应对社会风险， 保持社会稳定的实践性学科。 主要围绕社会发展进程中出
现的重大问题、 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 利用风险分析与预测、 决策和评估、 复杂科学等理论和
方法进行数学建模与仿真， 为不同行为主体决策提供依据。 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事故管理、
劳动保护管理、 环境及卫生管理、 减灾防灾预案、 危机管理等。

7．管理心理与行为科学　是通过借鉴自然科学的实验或观察等定量研究方法， 以及社会
科学的深度访谈或文献追踪等质性研究方法来研究组织中不同层面 （个体、 群体、 组织等）
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 从而提高组织运行效率的一门学科。 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１） 组织
管理过程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心理与行为规律； （２） 组织运营管理中员工的心理与行为规
律； （３） 组织营销过程中营销对象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等。

8．电子商务技术　是指在全球各地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中， 利用开放的互联网和其他信
息技术实现买卖双方进行的各种商贸、 交易、 信息服务和金融等活动的新型商业模式。 它综合
运用计算机科学、 互联网技术等信息技术和管理学、 经济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利用设计科
学、 理论建模和实证研究的方法， 研究基于网络环境下各种商务模式规律及其支撑平台技术。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电子商务战略与模式创新， 数字经济， 电子市场， 网络信誉机制， 协作商
务， 移动商务， 电子商务平台系统开发与管理， 大数据环境下的商务模式创新。

9．科技与创新管理　包括技术实施过程的管理和整个创新过程链的管理。 它涉及从创意
产生、 研究、 开发到技术／发明的商业化整个创新过程。 创新活动不仅包括技术活动， 研发活
动， 而且也包括与这些活动相关的组织管理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创新， 以及以技术创新为基础
的商业模式创新。 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国家创新体系、 区域创新体系、 企业创新网络等创新
体系建设； 开放式创新系统、 产学研合作联盟、 技术产业政策、 新产品开发管理、 创新联盟、
创新战略、 专利与知识产权管理、 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等。

10．服务科学与工程　是研究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 服务参与者行为与服务策略， 服务创
新与服务设计， 服务运作的协调优化的一门学科。 侧重研究现代服务管理系统理论， 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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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服务需求管理， 服务运作管理的支持技术与应用等。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１） 金融工
程； （２） 交通运输服务管理； （３）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４） 服务信息工程等。
四、 培养目标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 该学科培养德、 智、 体全面
发展且具有较高管理素质， 合理的知识结构， 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高级专业
人才。

1．硕士学位　具有全面、 扎实的管理专业知识和较好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
养具有学术研究的基本素养和独立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人才。 具体包括： （１） 对于管理科学
的思维方式、 方法技术有系统掌握和透彻理解， 能够采用恰当的定量分析技术解决管理实际问
题； （２） 对于本领域的研究成果， 有全面和深入的掌握， 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及发展动态；
（３） 掌握较为规范的研究方法， 能够独立承担一定的科研任务； （４） 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熟
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2．博士学位　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有很强的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在某一领域或者方向具备独立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创新型人才。
具体包括： （１） 具有敏锐的思维和分析能力， 能够判断研究问题的价值， 跟踪学术前沿， 进
行理论和知识创新； （２） 具有学术研究的感悟力， 理解学术研究的真谛， 掌握科学的研究方
法和研究规范， 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并做出自己的创造性贡献； （３） 对社会经济中的管理现实
问题有敏锐的洞察力， 并能提炼成管理的科学问题， 进行理论升华与创新； （４） 至少掌握一
门外国语， 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具有较好的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五、 相关学科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数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系统科学、 社会学、 心理学、 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等。
六、编写成员

席酉民、 李一军、 黄海军、 胡祥培、 盛昭瀚、 齐二石、 汪寿阳、 陈收、 黄丽华、 吴晓波、
杨善林、 郭菊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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