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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一、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的目的 

课程性质：本课程是一门介绍商品学知识的通用课课程，工商管理专业必修课程。 

设置目的：现代商品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相互交叉的服务于商品流

通领域的应用科学。设置该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学习商品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

基础上，使其掌握分析和初步鉴别商品质量的基本技能，具有依据商品标准对商品质量进行

检验、评价和品级的基本能力，懂得如何更好地实现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提高学生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1．学习要求：本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真正了解他们所从

事的对象——商品有关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主要使学生能较为全面地掌握实

物商品所具有的普遍共性及商品学基本知识。本课程内容涉及商品学知识各个方面，范围广

泛，各章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应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区分重点和难点，让学

生很好的掌握商品学相关知识。同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结合商品本身特性以及社会

生活对于商品理解的需求进行知识的讲解。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商品学的基

本概念、规律和方法，并训练学生将这些知识和方法应用于对商品的识别、鉴定中，使学生

达到专科理论应用水平和实际应用能力。 

2．学习重点：第一，本学科的基本术语，以及这些术语的概念与内涵；第二，本学科的

基本方法，包括商品的质量与认证、商品的分类和编码、商品的标准、商品的检验、商品的

包装、商品的商标及管理、商品的养护、商品的储存运输等。 

3．课程学习的设置与安排：学生应按照每章主要内容进行相关理论知识学习，同时学会

在理论学习之外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包括但不限于（1）案例引导，即每章主要知识内容前面 

的引入案例，学生应充分利用引入案例加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2）视频分析，针对重点与

难点相关知识内容部分，学生可以通过课后观看相关知识视频内容进一步了解并增加直观感

受，学会结合视频案例背景进行相关问题分析；（3）调研交流与讨论，学生可以自行组成小

组利用课外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并完成相关实践调查报告，调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进行

交流与讨论，增加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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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现代商品学以商品体为基础，围绕商品与人和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从技术、经济、环

境、资源、市场和消费需求等多方面系统、综合和动态的研究商品使用价值以及商品质量和

品种，为商品开发决策、商品质量提高、商品品种发展、商品质量评价、商品质量保证、商

品质量管理与监督、环境与资源保护、资源开发与利用、商品经营管理等提供科学依据。这

就使得本课程与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经济学等工商管理的主干课程都密切相

关。通过本课程学习，可以对管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思想有管理层面的理解；对市场营

销学和组织行为学等课程中的很多理论和社会现象有实践层面体会；对经济学课程中的规律

的认识和把握更加细致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社会和识别社会现

象，同时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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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商品学导论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商品学发展历史； 

熟悉：商品学的概念、特征和商品的属性；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 

掌握：商品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商品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商品学的研究对象 

（一）商品学的产生与发展 

（二）商品及其构成 

（三）商品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商品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商品的属性 

（二）商品学的研究内容 

（三）商品学的研究任务 

（四）商品学的研究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 

（一）商品的概念和商品的属性 

（二）商品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三）商品学的研究任务和方法 

 

四、考核要求 

（一）商品的概念和商品的属性 

1. 识记：（1）商品的概念；（2）商品的基本特征；（3）商品的构成；（4）商品的整体概念； 

2. 领会：（1）商品的自然属性；（2）商品的社会属性；（3）商品的本质； 

3. 简单应用：（1）准确判断什么是商品；（2）商品属性与商品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 

4. 综合应用：从商品学研究的整体内容分析商品学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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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1. 识记：（1）商品的交换价值；（2）商品的使用价值；（3）商品学的发展历史 

2. 领会：（1）商品学的研究对象；（2）商品学的研究内容；（3）商品学的三大学派； 

3. 简单应用：正确理解商品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 

4. 综合应用：为什么说商品质量是商品学研究的中心内容； 

（三）商品学的研究任务和方法 

1. 识记：（1）商品学的研究任务；（2）商品学的研究方法； 

2. 领会：商品学研究任务之间的关系； 

3. 简单应用：商品学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 

4. 综合应用：不同商品学研究内容应该采用的商品学研究方法； 

 

 

第二章 商品质量与认证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商品质量相关概念；质量管理的不同发展阶段；质量的认证机构； 

熟悉：商品质量内涵；质量管理的方法；各种质量认证及其标志；对食品、纺织品和服

装及日用品的质量要求； 

掌握：影响商品质量的因素；全面质量管理的内涵和要求；商品质量认证制度意义。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商品质量与要求 

（一）商品质量的定义 

（二）商品质量的特性 

（三）商品质量的基本要求 

第二节 影响商品质量的因素 

（一）生产过程与商品质量 

（二）流通过程与商品质量 

（三）消费过程与商品质量 

（四）影响食品质量的因素 

（五）影响农产品质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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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商品质量管理 

（一）质量管理的概念和要素 

（二）质量管理的发展阶段 

（三）商品质量管理的方法 

第四节 产品质量认证 

（一）产品质量认证的概念 

（二）产品质量认证的分类 

（三）产品质量认证的标志 

 

三、考核知识点 

（一）商品质量的定义、特性和基本要求 

（二）影响商品质量的因素 

（三）质量管理的概念、要素、方法和发展阶段 

（四）产品质量认证的概念、分类和认证标志 

 

四、考核要求 

（一）商品质量的定义、特性和基本要求 

1. 识记：（1）商品质量的定义；（2）商品质量的三个层次； 

2. 领会：（1）狭义商品质量与广义商品质量的联系与区别；（2）商品质量的基本要求； 

3. 简单应用：（1）举例说明服装商品的质量要求；（2）从现代市场观念分析商品质量； 

4. 综合应用：如何理解商品质量中对安全卫生方面的要求。 

（二）影响商品质量的因素 

1. 识记：（1）生产过程与商品质量；（2）流通过程与商品质量；（3）消费过程与商品质量； 

2. 领会：（1）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如何影响商品质量；（2）流通过程的每个阶段如何影响

商品质量；（3）消费过程的不同时期如何影响商品质量； 

3. 简单应用：（1）影响食品质量的因素；（2）影响农产品质量的因素； 

4. 综合应用：（1）举例说明食品质量的基本要求；（2）综合分析影响商品质量的因素。 

（三）质量管理的概念、要素、方法和发展阶段 

1. 识记：（1）质量管理的概念；（2）质量管理的要素；（3）质量管理的发展阶段； 

2. 领会：（1）全面质量管理的定义；（2）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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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单应用：质量管理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比较； 

4. 综合应用：如何理解全面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四）产品质量认证的概念、分类和认证标志 

1. 识记：（1）产品质量认证的概念；（2）产品质量认证的分类； 

2. 领会：（1）国内产品质量认证标志；（2）国际产品质量认证标志；（3）常见质量认证机

构； 

3. 简单应用：（1）安全认证与合格认证的区别；（2）产品质量认证的意义； 

4. 综合应用：产品质量认证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区别。 

 

第三章 商品成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商品成分基本内容； 

熟悉：商品成分含量与表示方法；食品、纺织品、日用工业品等不同类型商品的特性； 

掌握：商品成分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影响；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商品成分含量与表示方法 

（一）商品成分含量要求 

（二）商品成分含量的表示方法 

（三）商品成分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影响 

第二节 食品的成分及商品特性 

（一）食品的成分与质量要求 

（二）酒的分类与主要成分 

（三）茶叶的分类与主要成分 

第三节 纺织品的成分与商品特性 

（一）纺织品的成分 

（二）纺织纤维的性质 

（三）纺织品的形成与评价 

第四节 日用工业品的成分与商品特性 

（一）日用工业品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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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见的塑料制品 

（三）化妆品的质量要求 

（四）玻璃制品分类 

三、考核知识点 

（一）商品成分含量与表示方法及其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影响 

（二）食品的成分及具体商品特性 

（三）纺织品的成分与具体商品特性 

（四）工业品的成分与具体商品特性 

 

四、考核要求 

（一）商品成分含量与表示方法及其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影响 

1. 识记：（1）商品成分含量的具体要求；（2）商品成分含量的表示方法； 

2. 领会：（1）商品成分含量不同表示方法的具体应用；（2）商品成分与商品品质、商品性质

之间的关系； 

3. 简单应用：（1）举例说明不准含有的有害成分；（2）举例说明商品成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4. 综合应用：综合分析商品成分对商品使用价值产生的影响。 

（二）食品的成分及商品特性 

1. 识记：（1）食品的主要成分；（2）食品的质量要求； 

2. 领会：（1）不同类别的酒的主要成分；（2）茶叶的主要成分；（3）食品的卫生安全性的具

体表现； 

3. 简单应用：（1）根据感官指标评定啤酒质量；（2）根据感官指标评定葡萄酒质量；（3）根

据感官指标评定茶叶质量； 

4. 综合应用：结合食品生产实际情况，分析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性之间的联系。 

（三）纺织品的成分与具体商品特性 

1. 识记：（1）纺织品的主要成分；（2）纺织纤维的性质； 

2. 领会：（1）纺织品的形成；（2）纺织品的评价指标； 

3. 简单应用：（1）根据感官指标评定纺织品质量；（2）不同纺织纤维的应用； 

4. 综合应用：结合实际分析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保护纺织品。 

（四）日用工业品的成分与具体商品特性 

1. 识记：（1）日用工业品的主要成分；（2）常见的塑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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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领会：（1）化妆品的质量要求；（2）玻璃制品分类； 

3. 简单应用：（1）根据感官指标评定化妆品质量；（2）玻璃制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4. 综合应用：从商品成分的角度分析常用塑料制品的优缺点。 

 

第四章 商品分类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商品分类的意义；商品编码的意义；国际贸易商品分类体系；常见商品目录； 

熟悉：商品分类原则；商品目录；商品编码方法；商品条码概念和类型； 

掌握：商品分类方法；EAN 条码的编制方法；商品校验码的计算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商品分类的概念和标志 

（一）商品分类的概念和意义 

（二）商品分类的标志 

（三）商品分类体系 

第二节 商品分类方法与商品目录 

（一）线分类法 

（二）面分类法 

（三）商品目录 

（四）商品目录的种类 

第三节 商品编码 

（一）商品编码的概念与作用 

（二）商品编码的原则 

（三）商品编码的方法 

（四）商品条码的概念及类型 

 

三、考核知识点 

（一）商品分类的概念、标志与分类体系 

（二）商品分类方法与商品目录 

（三）商品编码的概念、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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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条码的概念及类型 

 

四、考核要求 

（一）商品分类的概念、标志与分类体系 

1. 识记：（1）商品分类的概念；（2）商品分类体系的概念； 

2. 领会：（1）选择商品分类标志的基本原则；（2）商品分类的意义；（3）建立商品分类体

系的原则； 

3. 简单应用：（1）能够根据常用的商品分类标志进行商品分类；（2）常见商品分类体系应

用； 

4. 综合应用：举例说明商品的科学分类如何方便消费者进行商品选购。 

（二）商品分类方法与商品目录 

1. 识记：（1）线分类法；（2）面分类法；（3）商品目录的概念； 

2. 领会：（1）线分类法的优缺点；（2）面分类法的优缺点；（3）国际上通用的商品目录； 

3. 简单应用：能够运用线分类法和面分类法进行商品划分；  

4. 综合应用：（1）举例说明线分类法与面分类法的不同；（2）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商品分类

与商品管理的关系。 

（三）商品编码的概念、原则与方法 

1. 识记：（1）商品编码的概念；（2）商品编码常用的方法； 

2. 领会：（1）商品编码的具体原则；（2）层次编码法的优缺点；（3）平行编码法的优缺点； 

3. 简单应用：（1）能够进行简单的层次编码；（2）能够进行简单的平行编码； 

4. 综合应用：举例说明商品编码的唯一性如何体现。 

（四）商品条码的概念及类型 

1. 识记：（1）商品条码的概念；（2）商品条码的类型；（3）EAN-13 条码；（4）EAN-8 条码； 

2. 领会：（1）商品条码的构成；（2）常见 EAN 前缀码；（3）EAN-8 条码的使用要求； 

3. 简单应用：（1）标准版与缩短版商品条码的区别；（2）EAN-13 条码的校验码的计算； 

4. 综合应用：根据要求编制 EAN-13 条码。 

 

第五章 商品标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商品标准和商品标准化的作用；我国标准化的进程；商品标准的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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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商品标准的内容；商品标准制定原则；我国引用国际标准的表示方法； 

掌握：商品标准的分类；商品标准的分级及其表示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商品标准及分类 

（一）商品标准的概念 

（二）商品标准的分类 

（三）商品标准的分级 

第二节 商品标准的内容 

（一）商品标准的主要内容 

（二）商品标准的制定原则 

（三）商品标准的制定程序 

第三节 商品标准化 

（一）商品标准化的概念 

（二）商品标准化的形式 

（三）商品标准化的作用 

 

三、考核知识点 

（一）商品标准的概念、分类与分级 

（二）商品标准的主要内容、制定原则与程序 

（三）商品标准化的概念、形式与作用 

 

四、考核要求 

（一）商品标准的概念、分类与分级 

1. 识记：（1）商品标准的概念；（2）商品标准的分类；（3）国际标准；（4）国家标准； 

2. 领会：（1）对商品标准概念的理解；（2）国内商品标准的分级；（3）不同标准的表示方

法； 

3. 简单应用：（1）比较不同标准适用的条件；（2）能够分析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的不

同； 

4. 综合应用：（1）举例说明国家标准代号表达的具体内容；（2）能根据要求进行不同级别



12 
 

标准代号的编制； 

（二）商品标准的主要内容、制定原则与程序 

1. 识记：商品标准的主要内容； 

2. 领会：（1）商品标准的制定原则；（2）商品标准的制定程序； 

3. 简单应用：（1）对商品标准制定原则的理解；（2）我国引用国际标准的表示方法； 

4. 综合应用：综合分析为什么商品标准的制定应该充分考虑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要求。 

（三）商品标准化的概念、形式与作用 

1. 识记：（1）商品标准化的概念；（2）我国标准化的进程； 

2. 领会：（1）商品标准化的形式；（2）商品标准化的作用； 

3. 简单应用：（1）对商品标准化作用的理解；（2）商品标准与商品标准化的区别； 

4. 综合应用：举例分析标准化如何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第六章 商品检验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商品检验概念；商品检验的目的；商品检验的作用； 

熟悉：商品检验的内容；商品检验的种类；商品检验的形式； 

掌握：商品检验的各种方法；商品品级；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商品检验概述 

（一）商品检验的概念 

（二）商品检验的目的 

（三）商品检验的内容 

第二节 商品检验的方法 

（一）商品检验的种类 

（二）感官检验法 

（三）理化检验法 

第三节 商品品级 

（一）商品品级的概念 

（二）商品品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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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知识点 

（一）商品检验的概念、目的与内容 

（二）商品检验的方法 

（三）商品品级的概念与方法 

 

 

四、考核要求   

（一）商品检验的概念、目的与内容 

1. 识记：（1）商品检验的概念；（2）商品检验的目的；  

2. 领会：（1）商品检验的基本内容；（2）第三方检验的意义；（3）抽样检验的优缺点； 

3. 简单应用：（1）简述商品质量检验的内容；（2）商品卫生检验的主要内容； 

4. 综合应用：举例说明如何对某一食品进行质量检验； 

（二）商品检验的方法 

1. 识记：（1）感官检验法；（2）理化检验法；  

2. 领会：（1）感官检验法特点；（2）理化检验法特点；（3）物理检验法与化学检验法的区

别； 

3. 简单应用：（1）能够进行常见商品的质量检验判断；（2）商品卫生检验的主要内容； 

4. 综合应用：（1）从商品检验的角度分析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应该如何与国际接轨；（2）如

何识别和防范假冒伪劣商品； 

（三）商品品级的概念与方法 

1. 识记：（1）商品品级的概念；（2）商品品级的分类方法；  

2. 领会：（1）百分记分法与限定记分法；（2）限定缺陷法； 

3. 简单应用：（1）能够进行商品品级评定；（2）常见商品品级的指标内容； 

4. 综合应用：能够结合商品品级说明商品质量的重要性； 

 

 

第七章 商品包装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商品包装的概念；商品包装标准化；商品包装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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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商品包装的分类；商品包装的基本要求；商品包装材料；商品包装设计原则； 

掌握：商品包装的功能；商品包装方法；运输包装、销售包装的类别和标志；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商品包装的功能 

（一）商品包装的含义 

（二）商品检验的分类 

（三）商品包装的功能 

第二节 商品包装的方法 

（一）商品包装的基本要求 

（二）商品包装设计原则 

（三）商品包装方法 

第三节 商品包装材料 

（一）商品包装材料 

（二）商品包装标志 

 

三、考核知识点 

（一）商品包装的含义、分类与功能 

（二）商品包装的基本要求、设计原则与方法 

（三）商品包装材料与标志 

 

四、考核要求 

（一）商品包装的含义、分类与功能 

1. 识记：（1）商品包装的含义；（2）商品包装的分类；  

2. 领会：（1）商品包装的主要功能；（2）商品包装促销功能；（3）商品包装经济功能； 

3. 简单应用：（1）准确理解商品包装的保护功能；（2）商品运输包装与销售包装的区别； 

4. 综合应用：（1）结合商品包装功能分析商品过度包装产生的影响；（2）如何对商品包装

进行分类； 

（二）商品包装的基本要求、设计原则与方法 

1. 识记：（1）商品包装的基本要求；（2）商品包装的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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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领会：（1）商品包装的方法；（2）商品包装的安全原则；（3）商品包装适应标准化要求； 

3. 简单应用：（1）真空包装与充气包装的区别；（2）准确理解商品包装辨识性原则； 

4. 综合应用：能够结合商品特点进行商品包装方法选择； 

（三）商品包装材料与标志 

1. 识记：（1）商品包装材料；（2）商品包装标志； 

2. 领会：（1）常见包装材料的应用；（2）常见商品包装标志； 

3. 简单应用：（1）举例说明商品在包装材料上的应用；（2）举例说明商品标志的作用； 

4. 综合应用：结合商品不同包装材料,分析商品包装对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的影响； 

 

 

第八章 商标及管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商标的概念；商标的功能； 

熟悉：商标的特征；商标的分类；商标注册； 

掌握：商标设计应注意的问题；商标侵权行为；商标管理；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商标的特征与分类 

（一） 商标的主要特征 

（二） 商标的功能 

（三）商标的分类 

第二节 商标设计与管理 

（一）商标设计 

（二）商标侵权 

（三）商标管理 

 

三、考核知识点 

（一）商标的特征与分类 

（二）商标设计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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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商标的特征与分类 

1. 识记：（1）商标的概念；（2）商标的功能；  

2. 领会：（1）商标的分类；（2）不同类别商标的优缺点； 

3. 简单应用：（1）举例说明商标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2）注册商标的法律意义； 

4. 综合应用：举例说明企业应该如何进行商标防御； 

（二）商标设计与管理 

1. 识记：（1）商标侵权；（2）商标管理； 

2. 领会：（1）商标的专用权；（2）商标设计的要求； 

3. 简单应用：（1）简述商标的侵权行为；（2）注册商标的使用管理； 

4. 综合应用：（1）举例说明如何做好商标管理；（2）举例说明如何保护商标权益不受侵害； 

 

 

第九章 商品储运与养护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商品储运的基本概念；商品储运的基本要求； 

熟悉：商品储运管理；商品养护与商品质量变化； 

掌握：商品在储运过程中的质量变化；商品运输的方法；商品养护的技术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商品储运 

（一）商品储存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二）商品运输的方法 

（三）商品运输管理 

第二节 商品养护 

（一）商品养护措施 

（二）仓库温、湿度的控制与调节 

（三）防霉菌 

（四）防锈蚀 

（五）常见商品的养护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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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知识点 

（一）商品储运 

（二）商品养护 

 

四、考核要求 

（一）商品储运 

1. 识记：（1）商品储运的概念；（2）商品储运的基本要求； 

2. 领会：（1）商品储运管理；（2）商品运输的方法； 

3. 简单应用：（1）商品在储运过程中的质量变化；（2）常见商品的储运管理； 

4. 综合应用：举例说明商品在储运过程中的变化； 

（二）商品养护 

1. 识记：（1）商品养护的概念；（2）商品养护的基本要求； 

2. 领会：（1）商品养护与商品质量变化；（2）商品养护的技术方法； 

3. 简单应用：（1）常见商品的日常养护；（2）常见食品和工业品商品的养护技术； 

4. 综合应用：举例说明温度和湿度对商品养护产生的影响； 

 

Ⅲ、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关于考核目标的说明 

为使考试内容具体化，考试要求标准化，本大纲各章分为学习目的和要求、课程内容、

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四方面内容，使自学应考者能够进一步明确考试内容和要求，有目的

地系统学习；使社会助学者能够更全面地有针对性地分层次进行辅导；使考试命题范围更加

清楚明确，更准确地安排试题的知识能力层次和难易度。 

在考核要求中，按照认知能力分为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 

1.识记：能正确认识和表述科学事实、原理、术语和规律，知道该课程的基础知识，并

能进行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2.领会：能将所学知识加以解释、归纳，能领悟某一概念或原理与其他概念或原理之间

的联系，理解其引申意义，并能作出正确的表述和解释。 

3.简单应用：能用所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正确分析机和解决相对简单的问题，具有分

析和解决一般问题的能力。 

4.综合应用：能够灵活运用学过的知识分析和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具有综合分析问题



18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关于自学教材的说明 

指定教材：《商品学基础》，伊铭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6 

 

三、关于自学方法的指导 

这门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广大应考者在自学的过程中，应注重把知识与实际应用相

结合。同时，本大纲还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点

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针对性学习； 

2．阅读教材时，要集中精力，弄懂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

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

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

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

的重要环节，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

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

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论述。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助学学时：本课程 3 学分，建议总课时 48 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下： 

章节 内容 学时 

第一章 商品学导论 3 

第二章 商品质量与认证 6 

第三章 商品成分 6 

第四章 商品分类 6 

第五章 商品标准 6 

第六章 商品检验 6 

第七章 商品包装 6 

第八章 商标及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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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商品储运与养护 6 

总   计 48 

 

助学过程中建议： 

1.准确掌握相关的概念和术语，理解概念和术语的内涵及区别和联系； 

2.理解商品学教学体系中各种方法和原理，并注重与其它相关理论知识结合，联系实际

灵活运用； 

3.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特别注意生活中常见商品基本特征、属性等方面的应用； 

4.注重课外常识积累，同时多读一些相关学科书籍，注重知识掌握的全面性。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覆盖面与重点章节：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应是考试内容，各章都应

有不同比例的试题出现，其中第二、三、四、五、六章应是考试的重点。 

2．试卷能力层次比例：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一般为：识记占 20%，领

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3．试卷难易比例：本课程试题难易程度要恰当，既要充分体现自学考试的特点，又要体

现不同类型应考者对课程在掌握程度上的区别；试题难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档次，

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一般为：易占 20%，较易占 30%，较难占 30%，难占 20%。 

4．题型：题型的选用要适合课程的特点，题型一般在 4 到 7 种之间，试题类型一般为：

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说明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实务题。 

5．考试形式、考试时间：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阅卷时采用百分制

评分，60 分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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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题型举例 

题型一、单项选择题 

商品学起源于 

A.美国          B.英国          C.意大利          D.德国 

 

题型二、多项选择题 

目前我国的“CCC”认证标志分为 

A.安全认证标志                     

B.消防认证标志 

C.安全与电磁兼容认证标志           

D.电磁兼容类认证标志 

E.合格认证标志 

 

题型三、判断说明题 

商品的数量检验是商品检验的中心内容 

 

题型四、简答题 

简述线分类法和面分类法的区别。 

 

题型五、论述题 

请结合所学商品学知识论述影响有形商品质量的因素。 

 

题型六、案例分析题 

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长跑爱好者只有一种合适的鞋可供选择：阿迪达斯。阿迪达斯

是德国的一家公司，成立于 1949 年，是为竞技运动员生产轻型跑鞋的先驱企业。1954 年世

界杯足球赛，阿迪达斯因其生产的球鞋鞋底的塑胶鞋钉能帮助运动员提高运动速度，增加稳

定性而一战成名，当时世界上有 85%以上的运动员穿的是阿迪达斯公司的产品，三叶标志成

为成功的象征。在 1976 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田径赛中有 82%的获奖者穿的是阿迪达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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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鞋。阿迪达斯运动鞋的优势在于试验，它试用新的材料和技术来生产更结实和更轻便的

鞋，它采用袋鼠皮绷紧鞋边，四钉跑鞋和竞赛鞋采用的是尼龙鞋底和可以更换鞋钉。高质量、

创新性和产品多样化，使阿迪达斯在当时的国际竞争中处于绝对竞争优势。 

然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蓬勃兴起的健康运动使阿迪达斯公司感到吃惊。一瞬间成百

万以前不爱好运动的人们对体育锻炼产生了兴趣，成长最快的健康运动细分市场是慢跑。据

估计，在 1980 年有 2500 万至 3000 万美国人加入了慢跑运动，还有 1000 万人是为了休闲而

穿跑鞋。尽管如此，为了保护其在竞技市场中的统治地位，阿迪达斯并没有大规模地进入慢

跑市场。当时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批竞争者，如美洲狮、布鲁克斯、新布兰斯和虎牌，耐克公

司比其余的企业更富有进取性和创新性。由前俄勒冈大学的一位长跑运动员创办的耐克公司，

在 1972 年俄勒冈的尤金举行的奥林匹克选拔赛中首次亮相，穿着新耐克鞋的马拉松运动员获

得了第 4 至第 7 名，而穿阿迪达斯鞋的参赛者在那次比赛中占据了前三名。 

耐克的大突破出自 1975 年的“夹心饼干鞋底”方案。它鞋底上的橡胶钉使之比市场上出售

的其他鞋更富有弹性，夹心饼干鞋底的流行及旅游鞋市场的快速膨胀，使耐克公司 1976 年的

销售额达到 1400 万美元，而在 1972 年仅为 200 万美元，此后耐克公司的销售额飞速上升。

今天，耐克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了 35 亿美元，并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占有运动鞋市场的 26%

的份额。耐克公司的成功源于它强调的两点：一是研究和技术改进；二是风格式样的多样化。

公司有近 100 名雇员从事研究和开发工作，它的一些研究和开发活动包括人体运动高速摄影

分析，对 300 个运动员进行的试穿测验，以及对新的和改进的鞋和材料的不断实验和研究。 

阿迪达斯公司的决策者们没有重视耐克公司正在迅速成长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自认为

当时拥有 85%的市场占有率已经非常厉害，即使竞争对手抢走一部分市场，仍然在市场上占

有绝对优势，因此没有采取有效的对策扼制竞争对手给企业带来的威胁，最终导致竞争中的

相对劣势，失去往日在运动服装市场独领风骚的残酷现实。 

问题：  

（1） 什么是商品质量？ 

（2） 结合商品质量的内容，分析导致阿迪达斯公司市场份额下降的原因。 

（3） 阿迪达斯公司可以采取哪些方法来提高商品质量？ 

 

题型七、实务题 

上海某企业生产肉松，采用标准版 EAN 条码，商品代码为 88671，企业代码为 7854，试

编制前缀码为 690 的商品条码，要有编制和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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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商品学基础（实践）考核大纲 

 

一、课程性质和考核目的 

商品学基础（实践）作为工商管理专业的实践课程，目的是通过对商品的市场调查、分

析和检验，让考生在熟悉和认知商品的基础上，得到如下方面的能力训练。 

1. 能够围绕商品与人和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从技术、经济、环境、资源、市场和消费

需求等多方面系统、综合和动态的研究商品使用价值和商品质量的变化； 

2. 掌握分析和鉴别商品质量与认证的基本方法，培养依据商品标准对商品质量进行检验

和评价的技能； 

3. 熟悉企业商品分类的基本要求，培养根据企业不同业态和经营特点进行商品分类管理

的能力； 

4. 熟悉主要商品分成，培养针对不同类型商品进行综合分析商品成分对商品使用价值产

生的影响以及有针对性的进行商品成分鉴定的能力； 

5. 综合已学商品学知识对商品采购、商品检验、商品储运运输、商品经营和商品管理等

方面进行应用和实践，提高对商品的鉴别和经营管理能力； 

 

二、考核要求和形式 

1. 考生在通过商品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并考核通过，获得相应学分以后，方可进入商品学

基础（实践）教学环节学习。 

2．商品学基础（实践）课程采用学生市场调查和教师辅导相结合的方式，根据考核内容

确定选题和调查对象，列出调查提纲，进行市场调查，撰写调查报告。 

3．达到考核大纲要求，经成绩评定及格及以上者即为合格，并获得 2 学分。 

 

三、考核内容和选题 

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和兴趣爱好，根据以下选题确定一种选题，根据选题的具体

要求，确定调查对象，列出调查提纲，有针对性的进行市场调查，撰写调查报告。 

选题一：关于 XXXX 商品分类体系的调查和分析 

（一）调查对象：超市、大型综合超市、仓储式会员店、购物中心、百货商店、折扣店、

便利店、专卖店、家居店、建材店、服装店、其它专业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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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方法：观测法、访谈法； 

（三）具体要求： 

1．用平面图的形式描述该企业的货架布局和商品陈列情况；（分值占比 20%） 

2．从大中小类三个层级描述该企业商品分类体系；（分值占比 20%） 

3．从商品分类体系分析该企业商品经营的定位和特色；（分值占比 20%） 

4. 分析该企业在商品分类过程中存在哪些具体问题？针对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有哪

些？（分值占比 40%） 

 

选题二：关于 XXXX 商品的市场调查和分析 

（一）调查对象：水果、蔬菜、粮油制品、水产品、畜产品、豆制品、饮料、酒、茶、

巧克力、饼干、乳制品、膨化食品、保健食品、调味品、电视机、空调、洗衣机、汽车、电

动车、电脑、手机、化妆品、洗护用品、清洁用品、纸制品、纺织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

等； 

（二）调查方法：观测法、访谈法、试验法； 

（三）具体要求： 

1．调查该类商品的主要成分、种类；（分值占比 20%） 

2．调查该类商品的主要质量要求和商品标准；（分值占比 20%） 

3．调查该类商品市场总体质量状况和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分值占比 30%） 

4．就进一步改进商品质量和发展商品品种提出自己的建议；（分值占比 30%） 

 

选题三：关于 XXXX 商品市场竞争能力的调查和分析 

（一）调查对象：水果、蔬菜、粮油制品、水产品、畜产品、豆制品、饮料、酒、茶、

巧克力、饼干、乳制品、膨化食品、保健食品、调味品、电视机、空调、洗衣机、汽车、电

动车、电脑、手机、化妆品、洗护用品、清洁用品、纸制品、纺织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

等； 

（二）调查方法：文案法、观测法、访谈法； 

（三）具体要求： 

1．调查该类商品现阶段发展情况和所处的宏观、微观环境；（分值占比 20%） 

2. 调查该类商品市场总体质量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值占比 20%） 

3．调查该类商品的主要竞争对手及其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从商品质量、包装、检验、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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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等方面展开）；（分值占比 30%） 

4．改进和提升该类商品市场竞争力的对策和建议；（从商品学相关知识角度展开）（分值

占比 30%） 

 

四、调查报告具体要求 

调查报告必须结构合理，层次清楚、实事求是、符合实际，语言流畅，格式正确。调查

报告内容字数要求不少于 3500 字。调查报告包括封面、目录、前言、正文和附录。具体要求

如下： 

1. 封面：封面统一提供，需要考生填写报告名称、报告人姓名、专业、班级、报告日期。

（字体：黑体，小二号，加粗） 

2．目录：目录中应包括到二级标题主要条目，便于让阅读者对调研报告有整体概括性的

了解。（字体：黑体，小四号） 

3．前言：在前言中应说明调研的目的、时间、地点、对象、范围、采用的调研方法及调

研的局限性。（字体：黑体，小四号） 

4．正文：调研报告的主体，应涵盖选题中的具体要求，结构上包括调研结果的描述和分

析，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一级标题：黑体，四号，加粗：二级以下标题和正文：宋体，小四

号） 

5．附录：调查资料中篇幅长而又很重要的图表和文字说明资料可作为附录附在报告之后。

（黑体，小四号） 

 

五、考核成绩评定方法 

凡是达到考核大纲要求，经指导教师评定成绩及格及以上者即为合格，并获得 2 学分。

考核成绩评定具体分为五个等级。其中 90 至 100 分为优秀；80 至 89 分为良好，70 至 79 分

为中等，60 至 69 分为及格，59 分以下为不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