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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henomenon of “heavy technology and light management” in military
engineering colleges and the relative “weakness”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colleges in the new period, new
systems, new mechanisms and new models were clarified, and the military engineering was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main mode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in the talent training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colleg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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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军队工科院校“重技术、轻管理”的现象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相对“弱势”的
问题，明确了新时期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对军队工科院校的转型要求，分析了军队工科院校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优势与特点，提出了新形势下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军队工科院校人
才培养中的发展定位与主要模式。
中图分类号：E073；G64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军队工科院校主要以涉及理工科学科为主要的发展发向，在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不同程度
存在“重技术、轻管理”的现象，管理科学与工程逐渐成为了一个相对“弱势”的专业[1]。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挥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性、文理兼容性和实践性的优势，体
现工科特色，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为基层部队培养“能打仗、打胜仗”的岗位合格人
才，是工科院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必须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2.新时期军队工科院校人才培养的转型要求
军队工科院校长期以来作为我军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基地，担负着为部队建设输送高质
量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军院校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基本任务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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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能打仗、打胜仗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因此，军队工科院校应主动适应新时期军事
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突破传统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模式，将人才培养目标逐渐转向培养工
程技术见长的作战保障人才，顺利实现人才培养的转型[2]。
2.1 培养目标由精于理论向善于实战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军队院校在发展中经历三次大变革。第一次是知识化，发生在上世纪 70
－80 年代，主要原因为我军官兵科学文化底子薄，人才培养必须适应现代军事发展的需要；
第二次是科技化，发生在上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主要原因为掌握高新武器装备人才匮乏，
人才培养必须适应高科技战争的需要；第三次是实战化：发生在当下，因为军队主要任务是
备战打仗，教学要反映作战特点和规律，“教战一致，教训战一体”，人才培养必须适应备战
打仗的需要。
军队工科院校在前两次大变革中为培养精于理论的高素质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可避
免也存在一些与当前聚焦实战相悖的传统认识和做法，如：强调理论知识的作用，忽视能力
素质的培养；突出专业理论单向发展，忽视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重视学科原理知识的掌握，
忽视实践能力的获得，等等。因此，在当前第三次大变革中，军队工科院校教育要向实战聚
焦、向部队靠拢，基于学校办学优势特色，努力实现工程与指挥素质融合培养。
2.2 办学职能定位由要素分离向聚焦实战一体转型
办学职能定位直接反映院校对教育形势、目标、方向、任务的认知和落实，直接影响院
校办学实力、效果和作用。聚焦实战、瞄准打赢，大力提高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是我军建
设的主要内容。部队是院校的“用户”，聚焦实战、为提升军队实战化水平服务，必然成为院
校教育改革创新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指向。因此，军队工科院校的的办学职能定位应由教学、
科研和服务部队等要素相对分离向要素聚焦作战一体转型，进一步推进基于作战需求的教学
转型、进一步以教学和科研的优势服务部队，努力做到学研一致、学训一致、训战一致。
2.3 教学内容设置由基于院校条件向基于部队需求转型
院校教学内容的设置有两种，一是以院校现有的教学能力为中心安排，二是以部队建设
需求为中心安排。当前，军队工科院校教学内容设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内容设置上，
实战化特色不明显，和部队对接不够，没有瞄准实战需求展开；在内容更新上，落后于部队
发展需要，很多内容存在“旧、缺、虚”等问题；在内容转化上，从教学内容到实战训练转
化渠道不通畅，新战法、新训法、新装备等进课堂难。
因此，教学内容设置应尽快实现由基于院校条件向基于部队需求的转型，具体体现在三
个转变，如图 1 所示。
基于作战能力培养的
基于学科架构的学术型教学
转变
应用型教学
基本原理知识型教学

转变

培养作战思维、指挥技能、装
备运用的综合性教学

作战指挥、管理保障
“单要素、离散式”教学

转变

全要素、全内容、全过程教学

图 1 教学内容设置三个转变

3. 军队工科院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特点
3.1 管理科学与工程概述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及工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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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信息技术研究解决社会、经济、工程等方面的管理问题的一门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第
一次作为管理学科门类的一个一级学科设置是在 1998 年 9 月国家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院
校专业目录》中，该学科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研究管理理论、方法和工
具，培养学生扎实的管理理论基础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并且正确地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工程
技术方法解决管理相关理论和实际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科学与工程作为一个独立的
学科专业，已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发展进步必不可少的科学支柱。
管理科学与工程属于软科学范畴，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而形成，属于交叉学
科，由管理学基础理论和工程技术相结合，同时具备应用科学的特征，融合了数学定量方法
和计算机技术。着眼于对各种社会、生产系统进行设计、评价、决策、改进、实施和控制，
主要针对社会系统、生产系统的过程进行规划与创新[3]。其基本理论基础如图 2 所示。该学
科所培养的人才拥有基础学科的基本知识，具备管理学和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掌握管理科
学理论、方法技术，具有系统设计组织行为活动，科学配置系统中人员、物资、设备、能源
和信息等资源，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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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管理科学与工程基本理论基础

3.2 军队工科院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
军队工科院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与其它院校相比，具有工程性、文理兼容性和实践性
等特点，其人才培养模式也有自身的特点。
一是依托工科背景，培养具有工科优势的人才。工科等学科是工科院校的发展重点，而
这些学科专业的持续发展和应用非常需要管理学科和专业的支持，同时对管理专业人才也有
一定的需求，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带有工科特色的管理专业。同时工科学科专业的发展也能为
管理学科专业的实践教学和课题研究提供良好的平台，这也是在军队工科院校中开设管理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明显优势。
二是新时期军队的科学管理需要具有工科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新时期随着我
军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在装备管理、安全管理、信息管理、行政管理、训练管理等方面
均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这些复杂管理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管理者要懂装备、具有一
定的工科知识与技能，还需要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支撑。
三是军队工科院校的转型与发展促使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办学要适应这种需求。新时
期军队工科院校的使命任务已由培养工程技术军官转为培养工程技术见长的作战保障人才，
生长军官的第一任职岗位需要其具备基本管理技能和领导能力。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
的正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较强专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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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定位与作用
军队工科院校培养的是以工程技术见长的作战保障人才，其毕业学员不仅应具有较扎实
的基础知识，而且应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较强的管理领导能力、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较强的适
应性。而当前工科院校生长军官还存在组织指挥和管理协调能力相对较弱、第一任职能力与
部队需求有一定差距、身体和心理素质有待进一步加强、人文综合素质培养还有短板等问题。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是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综合与规范相统一的专业，同时是多学科交叉融
合、理论内容丰富的专业，还可为工程实践提供较高应用与实践价值的方法、流程与标准。
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可以有效促进不同学科专业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充分实
现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统一，合理优化工科院校的学科专业结构，进而促进大学全面发展，
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提高素质为一体[4,5]。
4.1 以公共课程为抓手，牵头生长军官领导力培养研究与实践
生长军官是军队未来的建设者和领导者，其领导力的高低直接牵动着军队未来建设的水
平与层次，直接牵动着军队训练、作战与管理工作的质效，更是“能打仗、打胜仗”的重要
保证。然而，在工科院校生长军官培养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导致学员毕业分配后“水
土不服”的现象比较突出，如“管兵带兵能力弱，基层适应力不足；学用脱节，实践动手能
力不足；书生气浓，血性不足；放不下架子，融入基层能力不足；不懂基层工作套路、开展
经常性工作能力不足”等，这些问题的产生与领导力培养有着紧密的联系。
因此，军队工科院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应以本轮院校调整改革为契机，与学校机关、
相关院系、学员管理单位共同担起生长军官领导力培养的工作。
一要与学校机关、相关院系共同科学构建生长军官领导力培养的课程体系。一是管理的
基础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
《军队管理基础理论》、
《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
《军事运筹学》
、
《管理学概论》、《军队指挥学基础》、《项目管理》、《标准化管理》、《质量管理》等课程；二
是领导科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军事领导科学基础》、《领导力》、《领导艺术》、
《指挥决策学》等课程；三是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
《管理心理学》、
《军人心理学》、
《组织行为学》、《行为心理学》等课程。
二要为学校机关提供生长军官领导力培养的顶层设计。一是构建科学的领导力培养目标，
围绕“什么是领导力、领导力包含哪些要素和标准、具备什么样的领导力才能完成基本工作
且满足部队需求”等问题展开研究，构建生长军官领导力构成要素清单，以此为基础编写《新
时代生长军官领导力手册》，并配发至各级学员管理单位和学员，使每个人都能明确领导力的
内涵和构成要素，从而指导领导力培养相关工作；二是构建系统的领导力培养方案，以四年
的培养周期为主线，将领导力清单中的各要素对应到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建设和教
学施训过程中，以“施工图”的形式刻画出领导力培养的详细路径和内容，生成海军生长军
官领导力培养路线图；三是探索生长军官领导力考核与评估方法，从全过程评价、重要活动
绩效考核、完善奖惩措施等方面，逐步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领导力考核与评估机制。
三要为学员管理单位和生长军官提供领导力培训和发展的咨询指导。一是建设生长军官
领导力培养与实践中心，对学员在领导力学习和培养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心理问题、生
理问题提供相关的咨询和服务，组织学员领导力考核，研究学员领导力相关问题；二是对领
导力培养全过程进行诊断，系统提出领导力培养措施的优化与改进方案。
4.2 以“输血”“造血”并重为模式，提升部队自我保障能力
“输血”模式是院校通过学历教育、研究生教育、任职培训和远程、函授等形式为部队
培养输送各类优秀人才，其主要方式包括院内学历教育、任职培训、短期轮训以及赴部队技
术培训等单项输出方式；“输血”“造血”并重模式是指院校在提供单向输出的基础上，有针
对性地增加智力和技术扶持力度，通过为部队培养骨干队伍，增强部队自我服务能力，使部
队成为人才培养的“孵化器”和“加速器”，满足人才需求，变被动教学为自主教学，变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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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为自主保障，提升自我服务能力、自我更新能力、自我保障能力，逐渐减少对院校的依
赖度，从而提高部队在未来战争中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保
障能力。因此，工科院校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应主动作为，尽快转变思路与模式，为提升部
队自我保障能力发挥重要作用。
一要为部队管理创新提供支撑。对接部队管理工作，摸清部队在建设发展、装备保障与
训练方面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深入研究新形势下部队行政管理、训练管理、信息管理、
安全管理、装备管理、后勤管理等领域的疑难杂症，利用专业优势会诊管理问题，理顺管理
流程，优化管理方案，重塑管理体系，并取得高层次、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将
研究成果反哺教学，为培养岗位合格人才奠定基础。
二要为部队培养管理人才。按照“贴近部队、贴近装备、贴近实战”和“体现层次性、
强调实用性、突出综合性”的原则，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对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历
教育，重在打牢基础、塑强作风，保持和弘扬工科院校“重基础”的优良传统，发挥“工程
技术见长”的办学优势，强化军政素质，灌铸军人血性，锻造顽强作风，使学员综合素质强、
发展后劲足；对于管理相关专业研究生教育，重在由学术型为主向应用型为主转变，把岗位
目标转向作战部队，强化创新实践能力和军事职业素养，确保学员在部队用得上、留得住、
受欢迎。同时，有效利用远程和继续教育系统，开发创建各类管理课程与讲座，为部队人员
自学、自训提供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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