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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报告 

一．国内外电子商务学科研究现状及课程体系建设 

电子商务已成为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新兴学科。它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全球经

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它是一种涉及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正在建

立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不仅推动了传统学科的变革，也带动了新兴学科的兴起；

不仅影响着商业、信息产业、工业、农业、教育等领域，还深刻地改变着各个国

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面貌。它所产生的创新领域，拓开了新兴学科的发展与建

设，并深深地影响着未来。 

在教学研究成果方面，国内外高校围绕电子商务课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课程

体系，国外高校以卡内基梅隆大学（CMU）为例，围绕电子商务开设了一系列经

济、管理、策略、软件开发技术等课程。该校在课程建设的同时还与实践密切结

合，鼓励学生到企业中实习，增长电子商务创业、管理、运营的相关经验。此外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都开设有电子商务课程。 

其中，耶鲁大学商学院开设的电子商务课程希望通过微观经济学理论为信息

工业创造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发展策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理解电子商务中商品

市场的特点和信息策略在电子商务中的独到影响；利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信息理

论优化电子商务市场中的定价策略、产品策略和利用电子商务的独有的优势创造

利润；考虑电子商务策略和信息策略的运用和影响。 

此外，英国部分高等学校开设以创业能力培养，软件设计理念塑造等主题的

课程，韩国和日本的高校围绕电子商务开设了一些课程培养软件从业人员除了开

发程序以外应具备的其他能力。 

与国内外课程体系相比，国外课程和国内课程均都注重经济和管理类技能，

但是国外有针对性地开设更多计算机类必修课，与电子商务本身的结合更紧密。

在学科建设上，国内学科比较宏观，国外学科与电子商务结合更加紧密。相比国

内课程，国外对实践更为重视，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为此课题组在建设电子商务课程过程中的目标和定位是：坚持精讲多练、注

重能力培养；面向工程实践、跻身世界一流。我们所培养的计算机软件专业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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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生将会成为从事电子商务系统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高层次人才，他们的创新能

力是我国电子商务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他们走出大学校门之前，

重视培养他们理解、分析和灵活有效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 

电子商务课程体系建设需要保证课程实践过程中讲授、讨论、作业、考试考

核和教材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强调课程的基础性，展示课程的前沿性和时代

性，重视课程的实践性。使学生掌握电子商务的基础理论，具有较强的应用能力。

具体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电子商务的基本思想、方法、概念，掌握电子商务支撑技

术，掌握电子商务基础平台建设开发的基本方法，具有对电子商务系统开发的初

步认识，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题组编写的电子商务系列教材是国内最早的电子商务专业教材之一，从

《电子商务导论》（邮电出版社 2000年）发行至今到《电子商务概论（第 5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是目前国内电子商务学科使用教材中的领军教材

（工科类），填补了国内电子商务学科的基础理论教材空白，十余年来教材连续

更新及发行版本数目前是国内第一，新的电子商务课程体系在知识体系结构上，

首次采用了新的知识体系，诸如：电子商务基础、技术、管理、实践、案例、战

略六个层面。课题组结合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相关领域的创新，形成了具有清

华特色的电子商务课程体系及教材体系，在电子商务学科中起了示范引领作用。

目前，“双一流”高校，大专院校在电子商务教学中广泛选用本教材。在高等教

育出版社的推动下，教材得以在全国推广，课题组与国际著名出版社 Springer

出版社合作，相继出版英文专著《Introduction to E-commerce》（2009 年）和

《E-Commerce Strategy》（2013年），是国内作者首部全球发行的外文版电子商

务专著。课题组还与韩国 MFDS合作出版《电子商务概论（韩文版）》（2014年），

是国内作者首次在国外出版电子商务专著。 

自 2007年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开始，由覃征教授负责的《电子商务概论》就

在清华大学精品课程建设平台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以本教材《电子商务概论》

为基础的学生用书、教师用书、案例教程、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课程网站等

资源也受到了读者、学生、社会各界人士不同程度的青睐。 

以教材为依托的知识体系，以案例总结为依托的过程体系，以科研项目研究

为依托的创新体系的电子商务课程体系，已在清华承担的《电子商务概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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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和精品资源共享课中应用，在国内大学处先导地位，填补了国内电子商务

该领域的空白，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电子商务概论课程在教育部网络教

学中心对全国大学软件项目管理和电子商务课程的教师培训班（2005 年－2017

年），在北京市高校新任研究生导师教学方法培训班（2004年－2017 年）,在清

华大学全国软件项目管理和电子商务课程教师培训班（2005年－2017年）中使

用，获得一致的好评，为中国大学的电子商务学科建设和电子商务体系建设和人

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二．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建立问题研究式教学法。一是以研究引领教学，

将课题组的科学研究成果注入教学的各个环节，课堂讲授的内容以教师的研究课

题和教材的案例成果为主，有些内容甚至还处于该领域探索阶段。在课堂学习中，

引领学生领悟科学前沿，解决传统教学中学生创新性探究能力培养的难题。二是

以研究引领学习，学生通过研究世界本领域科学前沿问题并结合教材提供的基础

知识，综合性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带动课程本身的学习和教学资源的高效利

用。 

（2）培养学生的探索能力，采用主题式教学法配合问题研究式教学法。主

题选择的标准是与专业相关的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教授的也是研究性的成

果或者具有前瞻性的命题。将教材案例和科研成果相结合后形成新命题，解决一

般性案例讲解不能深入的问题，引导同学们深入研究课堂讲授的每一个主题，通

过问题研究式教学法层层递进，引导学生深入学习，通过主题式教学法配合问题

研究式教学法，融合多方面内容，通过设计针对不同学科、不同层次学生的创新

案例，精准地实现师生互动。因此，课题组提出了“递进融合式精准教学法”，

可以充分利用多样化的课程资源，满足多元化学生的需要，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和科研创新的能力，建设更完备的课程体系。 

（3）丰富教学内容，建设创新的教学模式，解决课堂案例教学与科研课题

一体化融合创新问题。结合电子商务课程体系建设的需求，开放了课题组的科研

成果：“跨境电子商务推荐系统平台”，根据教学需求对系统平台进行有效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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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先进的课程教学原型平台。按照此模式，将科学研究成果不断地融入课堂，

以案例的形式在课程实践中让同学们进行重复设计，建立了：“学中练，练中学，

学中闯，学中创”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们通过对课程实践多样性的理解，让学

生们对原有系统进行深入分析，理解其设计理念，从而得出对系统设计的新思想，

同时也对课程案例库中的案例进行再创造。在课堂的师生互动中，实现课题组的

教学和课程体系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成果的主要创新点及应用情况 

课题组在国内率先开始电子商务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从《电子商务导

论》（邮电出版社 2000 年）发行至今到《电子商务概论（第 5版）》（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6年），是目前国内电子商务学科使用教材中的领军教材（工科类），

填补了国内电子商务学科的基础理论教材空白，历经 17年建成电子商务课程体

系。目前，各大专院校在电子商务教学中广泛选用本教材。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

推动下，教材得以在全国推广，课题组与国际著名出版社 Springer出版社合作，

相继出版英文专著《Introduction to E-commerce》（Springer官网，截至 2018

年 3月累计下载 43900 余次，同类书籍排名第一）和《E-Commerce Strategy》

（Springer 官网，截至 2018年 3月累计下载 16800余次），是国内作者首部全

球发行的外文版电子商务专著。课题组还与韩国 MFDS合作出版《电子商务概论

（韩文版）》（2014年）。 

本课程体系创新性表现在： 

（1）课程体系整体结构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过程中采用了大类的划分方法：

分为电子商务基础、技术、管理、实践、案例、战略六个层面，这样的按类分

层划分的方法更加便于个性化地定制教学内容，使学生系统掌握电子商务基础

理论和前沿技术。 

（2）结合课题组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相关领域的创新，完善电子商务知识体

系，诸如：移动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体系结构及系统设计、电子商务文化、电

子商务法律、电子商务战略等新知识内容，形成了具有清华特色的电子商务课

程体系（图 1为电子商务课程体系）。从基础知识、体系结构、关键技术到案例

应用，系统地论述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和重大技术突破及里程碑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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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电子商务学科中起了示范引领作用。 

 

图 1 电子商务课程体系 

（3）将取得的新科学研究成果分类总结，创建案例（过程体系），建设案

例库。围绕电子商务发展的历史性、前沿性、战略性，案例涵盖了前沿技术应

用实践、电子商务创新模式、电子商务创新理念（图 2为电子商务案例体系）。 

 
图 2 电子商务案例体系 

（4）课题组把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融入课堂，形成多样化、

层次化的案例，使学生在案例研究过程中建立电子商务系统的设计理念。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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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将取得的科研成果和重大案例进行合理拆分，形成多样化、层次化的案

例，使学生在案例研究过程中，建立电子商务系统的设计理念（图 3 为跨境电

子商务平台创新体系）。课题组讲授电子商务科学研究问题时，让同学们学会从

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科学研究方法，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

逐步树立创新的理念，培养独立科学研究能力，为未来的电子商务发展做出贡

献。 

 

图 3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创新体系 

课题组自 2000 年起进行电子商务课程体系建设，于 2003 年正式面向清华

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同学开设《电子商务概论》课程，由课题组覃征教授主讲。

课程的教学体系和使用的相关教材，取得了好的教学效果。在清华大学本科生教

学过程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多次在清华大学本科生教学评估中获得全校排名前

5%的优异成绩，受到师生们的好评。电子商务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编写的教材及

著作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国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重点大学采用该课程体系及

教材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电子商务相关课程，对该课程体系和教材的使用情况给

了很好评价（同行专家评价见附件：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国内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等）。部分教材

还被各高校选入研究生招生考试参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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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专著和教材） 

·《电子商务导论》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0.11 覃征, 李顺东等 ISBN：

9787115089212 

 

 

·《电子商务概论（第 2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9 覃征, 李顺东等 ISBN：

978704018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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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概论（第 3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8 覃征, 李顺东, 曹晖, 

王卫红等 ISBN：9787040359237 

 

 

·《电子商务概论（第 4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4 覃征, 张伟哲等 ISBN：

978704042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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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概论（第 5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6 覃征, 王国龙等 ISBN：

9787040475722 

 

 

·《电子商务文化概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7 覃征, 张伟哲等 ISBN：

978730236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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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基础》 科学出版社 2007.9覃征, 李环等 ISBN：9787030198945 

 

 

·《移动电子商务》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5 覃征, 王卫红等 ISBN：

978730228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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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体系结构及系统设计》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1.1 覃征, 谢国

彤等 ISBN：9787560514703 

 

 

·《计算机系统集成与电子商务》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1.9 覃征, 韩毅等 

ISBN：978756051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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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服务》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4 覃征, 虞凡等 ISBN：9787308066204 

 

 

·《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1.7 覃征, 闫礼祥等 ISBN：

978703019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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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企业管理》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1.3 覃征, 汪应洛等 ISBN：

9787560514666 

 

 

·《电子商务与法律》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1.3 覃征, 岳平等 ISBN：

97871150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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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第 2版)》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5 覃征, 李环等 

ISBN：9787560524290 

 

 

·《电子商务应用与重构案例分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12 覃征, 闫淼等 

ISBN：978704013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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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概论（英文版）》 施普林格出版社 2009.6 Qin Zheng等 ISBN：

9787302163237 

 

 

·《电子商务战略（英文版）》 施普林格出版社 2013.11 Qin Zheng 等 ISBN号：

978730811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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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概论（韩文版）》 MFDS 2014.5 覃征等 

 

 

·《软件体系结构（英文版）》 施普林格出版社 2008.6 Qin Zheng等 ISBN：

978354074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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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部分高校使用证明） 

·北京大学采用课程体系效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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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采用课程体系效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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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采用课程体系效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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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采用课程体系效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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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采用课程体系效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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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采用课程体系效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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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采用课程体系效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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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发表的教学类文章） 

《电子商务课程教学法研究与实践》.覃征，徐文华. 《中国大学教学》

2008第 08期 

http://www.crct.edu.cn/University/detail.aspx?id=866  （全国高等

学校教学研究中心 2008年分类总目录） 

 

 

  

http://www.crct.edu.cn/University/detail.aspx?id=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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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体系结构课程教学：抽象与实践的协调与统一》. 覃征 邢剑宽.

《中国大学教学》2009第 07期 

http://www.crct.edu.cn/University/detail.aspx?id=682  （（全国高

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 2009年分类总目录） 

 

《依托国家重大项目平台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 覃征 单来祥.《中国大

学教学》2013第 12期 

http://www.crct.edu.cn/University/detail.aspx?id=2697  （（全国

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 2013年第 12期） 

  

http://www.crct.edu.cn/University/detail.aspx?id=682
http://www.crct.edu.cn/University/detail.aspx?id=2697ttp://www.crct.edu.cn/University/detail.aspx?id=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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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出版社证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电子商务”教材发行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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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证书）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创建现代服务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标准与

体系 覃征等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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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证书） 

·海量目标模拟器与地面集群目标跟踪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覃征等 获

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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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证书） 

·基于嵌入式终端的移动服务处理技术 覃征等 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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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清华大学优秀教材奖特等奖） 

·《电子商务概论（第 3版）》获清华大学优秀教材评选特等奖（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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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培训） 

·北京市高等学校新上硕士博士导师授课：以电子商务案例为基础讲

授教学方法(2004年-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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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软件项目管理和电子商务教材课程培训(2005 年-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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