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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irst, it briefly outline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neces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second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China in detail. The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everal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and summary. Finally, he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is committed to inject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to China. A steady stream of vitality and creativity can better respond to futur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challenges and seiz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Keywords

management science; engineering; research status; development trend

浅析中国信息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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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首先简要概述了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科学内涵及必要
性，其次详细深入剖析了当前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现状，接着笔者在进行了客观全面反思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行
之有效的解决对策，最后又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致力于为中国当前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力与创造性，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市场竞争力及挑战并抓住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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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管理科学与工程这一学科的设置源于改革开放后社会对
科学管理的需求，它是中国管理学科中发展最早的学科之一。
其结合了信息技术研究解决社会、科学与工程等方面的管理
问题，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数学、经济和行为科
学及工程方法，通过应用现代的科学方法与科技成就来揭示

革创新与优化升级管理模式，同时科学管理与工程是中国管
理学类中唯一按一级学科招生的学科，它的侧重点是聚焦于
现代化的生产经营活动、高精尖信息技术为一体化。此外，
管理科学与工程的覆盖面较广，它不仅可以为提高科学管理
效率提供依据，还有利于更好的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与挑战，促使其逐步朝着更加多元化、协调化、整合化、网

管理活动的规律，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

络化、模块化的方向发展，同时注重良好维持财务管理系统、

越重要的作用。

质量控制、生产计划与评价决策之间的动态平衡，全面确保

2 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科学内涵及必要性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当前中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随着时

管理科学领域内的经济平稳发展态势。

3 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现状

代的发展应该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人们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中国管理体系中发展最早的学科

对管理科学与工程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其不断的改

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已经得到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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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中国各个领域的建设中，对中国的经

资源优化管理、决策管理科学与项目风险管理工作，以此促

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建设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进经济的发展进步。

2.1 优秀成果显著，新理论、手段不断发展

4.2 加强优秀人才队伍的培养

在信息管理方面，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注重统筹兼顾

相关的领导者应多鼓励组织开展一些关于管理科学与工

好开发加工信息产品、组织采集信息、知识与信息应用及整

程方面的多元化知识竞赛活动，充分调动起人员内在的主观

合优化服务信息间的关系，其中在智能化商务、移动设备商

能动性与积极创造性，大力倡导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者

务及网络电子商务领域中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与成就，同时

在国际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的顶尖研究院所还应加

也加强了对工业工程中工作人员、信息能源、机械设备等各

强与国际学术界前辈的交流沟通，针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重

方面的系统研究。另外，管理科学与工程在理论知识方面也

难点进行积极探索。此外，还应该开拓资助来源渠道，注重

有了新的突破，例如可拓学、粗糙集、模糊数学、集成分析、

科研的同时加强对项目的检查，以及审批和评估各个环节的

灰色系统未确知数学理论，不仅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与范围，

力度，可以兼顾对具有研究潜力的研究项目和团队给予长期

还使人员、 技术和组织系统的结合应用充分发挥出可观的社

政策及资金扶持，同时还要持续开展项目结题的绩效评估，

会经济综合效益。

进而从根本上全面提高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创新能力

从总量上看，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主要研究的是信息技
术与管理和管理系统工程，然后是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
筹与管理从历史的变化情况来看，每个小领域研究的数量都
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并且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
预测技术和评估技术增长的幅度最大，可见其具有研究的价
值也很高。

3.2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潜在隐患
尽管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领域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但其发展中仍然面临着以下的问题：（1）难
以解决政府，企业，社会等的实际问题，理与实践已经脱节；
（2）不能完全与国际接轨，创新成果较少，缺乏创新能力；（3）
研究方法不够规范，定性定量分析结合不够；（4）研究成果
评估标准和手段有待提高等。

及国际影响力。

5 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趋势以及前
景展望
一直以来，中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都是以管理科学为基
础，综合多学科知识，通过现代化技术与手段，进行管理实
践中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风险研究与科学决策等。

5.1 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越来
越成熟，体系越来越完善，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逐步得到企业，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认可与重视。但总体来看，
无论从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的方法，还是从发展的总体水
平，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
展还不够成熟，存在很大差距。在实践方面，中国管理科学

4 提升管理科学与工程水平的有效对策
4.1 强化学科建设，努力开创新学科方向

与工程的建设也不能完全满足。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给管理

①应该对研究生培养机制进行创新，要建立起更加科学

科学与工程的研究带来了很多机遇与挑战，丰富了这门学科

的考核机制并注重内涵的发展，在扩大学科点建设的基础上

的研究内容。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的

还要大幅度提高培养的规模，还要深化加强导师队伍的建设；

发展倍受世界瞩目，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也逐渐受到

②加强学科交叉且努力开创新学科方向，这不仅有利于为管

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带来了与其他国家学者互相交流，学习

理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还有利于为国际

的机会。这就要求中国要大力推进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建设，

学术交流与合作奠定坚实基础；③还应该根据社会经济的发

不断满足实践需求。

展与实际需要进行学科研究并支持经济发展，要充分灵活的

通过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现状分析的探究，我们发

将管理知识的教育与管理人才的培养进行有机结合，处理好

现，尽管中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这一学科发展还处于初级阶

2

信息科学与工程研究·第 01 卷·第 01 期·2020 年 12 月

DOI: https://doi.org/10.36956/iser.v1i1.348

段，但组织理论和预测技术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由此可以

了很大动力。同时也为开创新的学科提供了条件。对中国学

预见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它们将会一直成为研究的主要领域。

科的建设与国际接轨和国际学术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学科会有以下的发展趋势：⑴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飞速

5.2.4 强化学科建设，对研究生培养机制进行创新

发展，不仅丰富了管理科学与工程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而

21 世纪以来，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建设发展很快，

且也给其指明了许多研究方向。⑵当今市场竞争激烈，需求

对研究生的培养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到目前为止，学科点建

渐趋多样化，企业的竞争由产品，技术等因素转向知识，信

设不断扩大，研究生培养的规模也大幅度提高。在此前提上，

息等因素上。⑶运用复杂性科学方法研究管理问题已经成为

要控制研究生招生规模，提高中国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建立

了一种趋势。⑷采用理论与应用，思想与方法有效结合的方

更科学的考核机制，更加注重内涵的发展，层次的提升，加

式在解决现代复杂的管理问题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

强导师队伍建设，建立长期有效发展的机制并对研究生培养

逐步得到国际的认可与支持。

机制进行创新。

5.2 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

5.2.5 强化建设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平台，建立研究资

5.2.1 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实际需要进行学科研究， 源和研究成果共享的机制
并支持经济发展

就目前而言，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基础性数据的收集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是管理实践，要

和数据库的 建设等基础性工作还很不到位，研究基础相对薄

想更好地推动管理科学与工程这门学科的发展，就必须将管

弱。所以必须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来维护研究成果，加

理实践，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管理知识的

强宣传研究成果的力度，建立并完善成果信息管理系统和成

教育与管理人才的培养进行有机结合起来。当前管理科学与

果展示平台。建立研究资源共享平台，合理利用共享资源，

工程的研究需要与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在发展

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针对问题合理研究解决方案，为

6 结语

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5.2.2 扩大资助渠道，加强优秀人才队伍和优秀群体
人才的培养
开拓资助来源渠道，鼓励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者在
国际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加强对优秀个人和优秀团体的
培养，提高学术水平。同时在注重科研的同时应加强对项目
的检查，审批和评估等各个环节的力度，并持续开展项目结
题的绩效评估，对具有研究潜力，基础较好的研究项目和团

综上所述，论文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
势进行探究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管理科学与工程是
研究各类管理活动规律的学科，它强调综合运用系统科学、
经济数学、行为科学来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它
还注重集评估技术与预测技术为一体来进行运筹与管理，从
而更好地为日后研究人类组织管理活动的规律及其应用提供
创新性的理论和方向与研究方法。

队给予长期支持。提高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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