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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景式的《ERP 供应链管理》实践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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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RP�Supply�Chain�Management” is� a�professional� core� course� that� emphasizes� bo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ability� in� the� soft� technical�course� system�of� our� school.� It�mainly�undertakes�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occupation�ability.�Through�the�study�of�this�course,�students�should�be�equipped�with�the�necessary�knowledge�and�skills� in� the�con-

struction�of�enterprise�information,�especially�in�the�management,�application,�implementation�and�technical�services�of�ERP�integrated�

business.�So�it�is�imperative�to�reform�the�teaching�of�this�course.�This�paper�takes�this�course�as�an�example�to�introduce�the�design�of�

practical�teaching�with�profundity�and�an�easy-to-understand�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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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RR 供应链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常规的教

学方式很难让学生精通知识点的实际应用。 在教学过程中不

但要让学生掌握核心企业业务知识，更要熟练掌握实践应用

技能，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都是先讲系统的

功能，业务知识介绍，然后在系统中完成一笔具体的业务，这

样很多同学无法理解此种业务在真实企业的中具体的应用

场景，最终导致学生学习中产生消极、怠慢的学习情绪。 更有

学生觉得只要在系统模块中点几下功能节点就实现了，太简

单了，不能亲身体验在工作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如何在实践

教学中让学生有更好的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几

年的实践教学，《ERR 供应链管理》 引入场景式教学模式后，

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参与到企业具体的业务场景中去，有效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2 场景式内涵

传统教学方法通常是以教师讲，学生听，这样不利于学

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而场景式实践教

学，不再以讲授知识和原理为目标，而是从企业业务实际应

用出发，结合实践环境，有目标有计划地引导组织学生通过

案例或任务进行分析讨论和研究，使学生掌握解决实际工作

摘 要：《ERR供应链管理》 是我校软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中一门强调专业基础知识与实践应用能力并重的专业核心课程，主

要承担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任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具备从事企业信息化建设，尤其是从事 ERP软件综合业务的管理

应用、软件实施以及技术服务等必要知识和技能。因此改革这本课程的教学方式势在必行。本文以此课程为例,深入浅出的介绍基

于场景式的实践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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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的具体业务问题的技能与创新能力，把理论教学与业务

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提高学生解决企业实际业务的综

合实践能力。 ERR 供应链管理课程是选择合适的典型企业工

作任务，根据教学内容与教学计划安排、知识点的重要重度

与关联性等进行加工组织，按照“业务概述－业务分析－虚

拟业务场景 - 实施指导”这一主线来设计实践教学内容。

3 场景式实践教学设计与实施

以下以用友 U8 供应链管理中销售管理业务的“有现结

的销售退货业务”为例，详细介绍基于场景式的课程内容的

设计与实施。 销售退货业务就是指客户因为货物质量、品种、

规格、数量等不符合要求或其他原因导致将已经采购的货物

退回给供应单位的业务。

3.1�业务概述

2017年 6月 26日，博士眼镜公司要求退货，退回依据合

同 XS008 购买的女士太阳镜 100 副（此笔业务在前面的业务

中完成了收款工作）。本公司同意退货和退款。当日收到退回

的眼镜（入科贸公司仓库）并开具相应的红字专用发票，同时

办理退款手续， 按无税单价 120 元， 税率 17%进行电汇，

14040元。

3.2�业务分析

根据以上业务概述，可以分析出此笔业务是已经完成了

开票和收款的工作，同时收货和退款的退货业务，其操作可

先退货后开票，也可以开票直接退货。

先退货后开票：填制退货单，审核（数量为 -100）；审核红

字出库单；填制红字专用销售发票、现结（金额为 -14040），然

后进行复核； 销售成本的结转和应收确认 (审核应收单和制

单）。

开票直接退货：填制红字专用销售发票，现结（金额为

-14040）、然后复核；审核红字出库单；销售成本的结转和应

收确认(审核应收单和制单）。

3.3�虚拟业务场景

3.3.1�确定公司岗位及职员

上课班级按人数不同的公司， 每个公司分成不同的部

门，把学生分到不同的部门承担不同的角色，让每位学生真

实体验企业业务的应用场景。 如我上课的班级是 40人，要求

同学们按照自愿的原则分成 8 个组， 每组模拟 1 家公司，每

家公司只安排 5 个人，每个人都确定好岗位角色。 本次业务

场景每家公司分成销售部、批发部、仓库部和财务部四个部

门，第一家公司任命销售部主管为黄海，批发部职员为吴明，

仓库部主管李江，财务部主管为黄林，财务部会计为刘晶，后

面的公司也按照此方法任命每个部门的岗位角色。

3.3.2�根据业务设置场景

场景一：博士眼镜公司咨询退货问题，销售批发部吴明

填写退货单并请主管退货

分析好了业务，定好了岗位和职员，可以让四位同学上

讲台模拟下这笔业务的场景。 假如教师充当博士眼镜公司采

购员，打来电话，咨询退货问题，批发部职员吴明接到电话后

进行沟通退货问题，最后确定马上退货，吴明填好销售退货

单， 然后把填好的退货单传给销售部主管黄海进行审核，审

核完成后系统自动生成红字出库单。

场景二：销售部发站内信息通知仓管部审核红字出库单

批发部职员吴明发站内信息通知仓库部主管李江接收

货物并审核红字出库单，仓库收到货物后，李江审核红字出

库单。

场景三：吴明填写红字专用销售发票并请销售部主管复

核

批发部职员吴明填制好红字专用销售发票后通知销售

部主管黄海进行复核。

场景四：黄海请财务部对本笔业务进行退货的应收确定

和销售成本的结转

销售部主管黄海通知财务部会计刘晶已经办理好了退

货业务，请其进行一下应收确认和销售成本结转。 财务部会

计刘晶完成应收确认后到财务部主管黄林进行审核销售发

票，审核完销售发票后刘晶进行应收制单和销售成本结转操

作

3.4�实施指导

虚拟场景模拟完后，介绍在系统中的操作流程并完成此

笔业务的操作。

3.4.1�系统中实施流程

通过销售管理、库存管理、应收款管理、存货核算四大模

块完成此业务的操作，业务实施流程如下图 3-1 所示：

图 3-1�业务实施流程图

（下转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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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实施步骤

场景一实施步骤

批发部职员吴明参照销售订单生成退货单：打开“退货

单” 窗口 -> 参照销售订单生成退货单 -> 编辑退货单 -> 保

存并退出。

销售部主管黄海审核退货单：打开“退货单”窗口 -> 查

询并审核退货单 -> 退出。

场景二实施步骤

仓库部主管李江审核红字出库单：打开“销售出库单”窗

口 -> 查询并审核红字销售出库单 -> 退出。

场景三实施步骤

批发部职员吴明参照生成红字销售专用发票并现结：打

开红字的“销售专用发票”窗口 -> 参照退货单生成红字销售

专用发票 -> 根据业务需求编辑销售专用发票 -> 保存销售

专用发票 -> 现结销售专用发票 -> 退出。

销售部主管黄海复核销售专用发票：打开红字“销售专

用发票”窗口 -> 查询并复核红字销售专用发票 -> 退出。

场景四实施步骤

财务部主管黄林进行现结的应收审核：在应收款管理系

统中，打开“单据处理”窗口 -> 审核应收单据 --> 退出。

财务部会计刘晶进行红字销售发票的现结制单：在应收

款管理系统中，打开“制单”窗口 -> 打开“填制凭证”窗口 ->

编辑并保存红字销售专用发票的应收凭证 -> 退出。

财务部会计刘晶进行销售出库记账： 在存货核算系统

中，打开“未记账单据一览表”窗口 -> 出库记账 -> 记账。

财务部会计刘晶进行出库制单： 在存货核算系统中，打

开“生成凭证”窗口 -> 打开“选择单据”窗口 -> 打开“填制凭

证”窗口 -> 编辑并保存存货凭证 -> 退出。

4 结束语

基于场景式的 ERP 供应链课程实践教学主要环节有业

务概述与分析，业务场景再现，学生分析案例或任务，对业务

场景中运用方法和技能进行讨论， 最后形成共识并进行总

结。 场景式实践教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关键是课前的精心

准备和学生积极性参与，教师应在场景式实践教学中创造轻

松活泼的教学环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进来，这样既能保证

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又能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从而适应未来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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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在本文中，改进型的系统重采样算法可以打破原有的数

据依赖，实现并行计算。 实验在基于 CUDA 下的 GPU 实现

的。 最终结果显示 FastSLAM_CUDA 执行时间优于

FastSLAM。 当粒子数目很大的时候新的算法可以比原算法

提高至少 8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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