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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17 年度物流教改教研课题 

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院校： 

根据物流教改教研课题评审工作程序，中国物流学会、教育

部高等学校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全国物流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组织评审委员会对 2017 年度物流

教改教研课题的 121 项结题课题进行了评审，评选出获奖课题

79 个，其中：一等奖 15 个、二等奖 26 个、三等奖 38 个。现将

获奖名单予以通告。 

附件： 2017 年度物流教改教研课题获奖名单 

中国物流学会 

2018 年 8 月 27 日 

中 国 物 流 学 会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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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度物流教改教研课题获奖名单 

一等奖 

编号 课题名称 
课 题 
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承担单位 

JZW2017003 
高职-本科协同培养下企业高

素质技能创新型电子商务物流

人才模式的衔接研究 
李家华 

陈政石，李方敏，周 静， 
张振友 

广州科技职业 
技术学院 

JZW2017012 
物流工程系列课程协同及反馈

教学机制研究 
马 乐 

黄 勤，陈 玲，王 春， 
张莹莹，郑 璐，李华民 

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 

JZW2017019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群职业技能

与职业精神“多维融合”人才培

养体系研究 
胡 洋 

马冬梅，孔月红，殷雨时， 
张 璠，李良敏，郭贞贞 

辽宁省交通高等 
专科学校 

JZW2017026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高职院校物

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研究 
赵连明 

石瑞丽，张 旭，李江伟，

何 楠，田向果，杨佳骏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JZW2017075 
“微时代”背景下物流专业《管

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改革 
张利娜 孙 亮，郑桂玲，张 琰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JZW2017083 
物流管理核心课程群项目化教

学改革研究 
李 珍 

乐 岩，胡顺芳，何 芳，

钟仕杰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商

贸职业学院物流学院 

JZW2017086 
应用型本科高校管理类物流工

程专业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研究
刘 旭 

张文法，邵勋勋，赵 静，

杨增凯，石 梅 
山东华宇工学院 

JZW2017100 
基于混合式学习的《运筹学》

课堂教学改革 
戴晓震 

胡宪武，陈屏国，宋 聪，

楼振凯，罗列英 
温州商学院 

JZW2017106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物流管理

专业课程三维体系构建与实践 
陈 岫 

平 海，刘连花，林 纯，

麦宗琪，章 倩，何秀玉 
广东财经大学 

华商学院 

JZW2017113 
基于模拟情景实践的供应链管

理课程改革--以易木供应链沙

盘应用实践为例 
黄晓岩 

毛雅菲，黄燕玲，张巧玲，

叶新荣，陈 晖 
厦门华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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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7149 
基于双创能力培养的新建本科

高校物流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构建研究 
王 钢 孙 强，王忠春，孙琳琳 

山东华宇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JZW2017167 
物流沙盘模拟在应用型物流人

才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陈东清 

朱东红，叶 翀，陈 艳 
马兰花，尹 阳，郭春沂， 
龙 沛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JZW2017169 
物流技术与工程专业《运筹学》

课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创新教

学模式研究 
梁冬梅 

单喆煜，刘丽萍，孙 玥，

李 琼，周 雯，杨 丽 
云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 

JZW2017176 
基于岗能对接的高职物流人才

教学创新研究 
李方敏 

黄友文，陈见标，李家华，

陈志扬 
广州科技职业 

技术学院 

JZW2017178 
物流管理专业《会计报表填制

与处理》课程建设与改革 
陈 辉 

苏开拓，张月芳，王晓丽，

刘羽萌，封小霞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二等奖 

编号 课题名称 
课 题 
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承担单位 

JZW2017001 
基于应用型商贸物流本科人

才的创新训练培养与效果评

价模式分析 
张燕妮 

汤 云，张庆英，杜 晖，

徐 琴 
武汉商学院商贸 

物流学院 

JZW2017005 
物流运输与经济管理专业群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

究与实践 
曾艳英 

范娜娜，陈伟芝，廖毅芳， 
胡红玉，陈 涛，陈江虹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024 
大数据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优化与实践 
向万里 

张静芳，安美清，徐智慧，

齐 博 
兰州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学院 

JZW2017029 打造中职物流实战课堂探索 李守彬 
孙明贺，李俊梅，刘 杨，

荀 卫，谢 璐，郑媛媛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JZW2017030 
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有效

课堂体系建设研究 
李 彬 

陈 彧，田青艳，刘秋红，

闫高杰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JZW2017052 
校企协同物流仿真实验中心

构建与实践研究——以海信

合作为例 
徐 伟 

王素玉，刘玉峰，曹冲振，

孙 慧，宋作玲，刘志海 
山东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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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7054 
中职物流专业的选择性课程

改革实践研究 
唐萍萍 

张 琛，商 磊，许兆婷，

王欢 欢 
浙江省湖州交通学校 

JZW2017066 

基于 Fuzzy-AHP 法的高职专

业群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以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群

建设为例 

朱莎莎 
陈建华，袁世军，冯 梅，

李炫林 
湖南省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 

JZW2017071 
基于项目驱动的独立学院物

流专业《统计学》课程动态教

学改革探索 
张秀珍 谈 红，吴凤媛，李伟春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JZW2017074 
基于国际物流方向的高职货代

业务实训课程改革实践研究 
刘冉昕 

关艳萍，王溪倩，郭艳君，

唐晓姣，任 斐，孟凡菲 
辽宁省交通高等 

专科学校 

JZW2017080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金融物流

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 
黄 巍 

何 嵬，张幅双，郭玉侠，

苏庆艳 
黑龙江财经学院 

JZW2017089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

实践 
马建国 

李明明，曾 齐，李 玲，

魏凤羽，李丽丽，包立军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JZW2017096 
基于移动学习+翻转课堂的物

流管理专业技能课程教学改

革与实践 
余建海 

王自勤，王 伟，孙旭圆，

付 锐，万 航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098 
创新创业型物流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吴卫群 

曹细玉，吴晓志，殷彬，

李志新，宋巧娜，阮平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JZW2017099 
应用技术大学物流专业项目

式课程建设模式研究 
薛立立 

张志强，缠 刚，胡成琳， 
张 扬，付云池，王晓虎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JZW2017112 
物流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

养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张云凤 

张思奇，刘 阳，刘伟东，

邢 岩，黄明霞，白 竹 
沈阳建筑大学 
交通工程学院 

JZW2017120 
面向“创新能力”培养的物流

管理专业仓储与配送课程改

革研究 
郑书燕 

白晓光，张玉娜，戴颖达，

王志敏，卢 津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126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自主诊断

改进与质量评价研究 
孔月红 

章 良，胡 洋，关艳萍，

刘文博，张冰华，程震舟 
辽宁省交通高等 

专科学校 

JZW2017134 
“一带一路”和自贸区背景下

国际货运代理教材建设 
吴俊英 

邓龙安，张 鲲，陈嘉翔，

廖俊清，曾 雪，盛 锦 
成都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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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7147 
“互联网+”时代物流管理与工

程类专业“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改革 
毛 敏 

张 锦，冯 春，王 坤，

贺政纲，马啸来，蒋 赛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

与物流学院 

JZW2017160 
基于应用转型临港临空物流

专业实践课程设计研究 
吴必善 

薛建强，李子涵，张志红，

庞 美，李 青 
廊坊师范学院 

JZW2017166 
无人机物流人才的需求与供

给研究 
许 斌 桂德怀，赵屹立，曹 钦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172 
《航材筹措物流》教学改革研

究 
史霄霈 周丽华，郑金忠 空军勤务学院 

JZW2017174 
基于项目化教学的《仓储管理

实务》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刘伯超 

李明玉，朱洪春，王晓明， 
王 莎，夏 平，王莹莹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179 
微课在叉车教学中使用效果

研究 
陈 玲 

张敏霞，刘文勇，晏建文，

黄 乐 
江西省商务学校 

JZW2017183 
物流专业社团视角下高职院

校职业素养培养模式创新与

研究 
关艳萍 

刘冉昕，仪玉莉，王庆伟，

刘景良 
辽宁省交通高等 

专科学校 

 

三等奖 

编号 课题名称 
课 题 
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承担单位 

JZW2015084 
高职物流“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 
杨 军 

赵继新，韦冬莉，林心群，

赵 萍，高晓莎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011 
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

本科高校冷链物流 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李进军 

冉 芸，甘俊伟，杨 晗， 
高 洁，陈迎阳，杨 龙 

四川旅游学院工商系 

JZW2017022 
基于自贸区需求下应用

型本科物流专业中《国际

贸易》课程建设研究 
胡 艳 

胡 艳，陈 晖，黄燕玲， 
张巧玲，吴鹏华，王 侠 

厦门华厦学院 

JZW2017025 
基于行业职业标准的高职

物流专业课程体系研究 
胡 勇 范爱理，李 慧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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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7036 
创新应用“双能”型物流

工程卓越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研究与实践 
潘常虹 

于绍政，刘 猛，夏天娇， 
吴 耕，郭 笛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JZW2017037 
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培

养研究 
窦 宇 

王群智，兰秀建，罗伦忠， 
马小洪，张雪松，李玉红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041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在

《仓储配送技术与实 
务》课程中应用研究 

方 艳 
叶慧娟，叶影霞，殷 锐， 
黄 慧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043 
民办高校物流管理专业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李 征 

翁景德，程晓玲，李淑娟，

陈邵炯，罗俊元 
仰恩大学 

JZW2017049 
应用型本科物流工程实

践能力培养体系构建与

制度保障 
吴鹏华 

张玉凤，陈养平，毛雅菲，

林跃文，刘华容 
厦门华厦学院 

JZW2017050 
《物流营销》中的企业营

销策划教学研究 
陈 凯 

王 鑫，赵 雨，居岩岩， 
黄浩英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055 
高职院校课堂教育有效

性及评价研究——以物

流管理专业为例 
王 琳 

冯子阳，翟 玲，武 奎， 
谢晓荣，邢 弢，王 欣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JZW2017058 
以就业创业为导向的高

职《外贸英语函电》课程

教学改革研究 
胡平平 

杜丽茶，邓红霞，袁慧英， 
胡 杰，谢 熠，朱修林 

湖南华源港口物流 
有限公司 

JZW2017063 
工程物流管理专业课程

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苏开拓 

刘超群，陈 辉，田昌奇， 
陈明明，罗廷明，王晓丽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JZW2017069 
基于可持续竞争能力培

养的高职《物流成本管

理》课程改革研究 
陈件辉 

孙 婕，李慧慧，乔 骏， 
姚 微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079 
“雅典式”教学方法在《采购

管理》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柳玉寿 

何 亮，张潇丹，李俊松， 
何 苗，谭雨维，邱 添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JZW2017081 
应用导向的物流工程课

程分层式教学方法研究 
杜 敏 

钱晓耀，黄铁群，徐新胜，

余琦玮，马志斌，柳青 
中国计量大学 

JZW2017082 
服务区域物流的高职物

流人才培养模式 
钟 杰 

尹 静，陈皓琰，张 丽， 
王艳琳，温念慈，陈本旺 

四川城市轨道交通职业

学院（暂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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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7090 
学生导向的独立院校应

用型运筹学课程改革 
代丽利 

张冠男，王 丹，鲁永奇， 
刘丽艳，王 岩，曾维佳 

大连科技学院 

JZW2017092 
基于应用型物流人才培

养的《运营管理》课程教

学改革研究 
吴凤媛 

谈 红，李伟春，包小妹， 
戴竹青，张秀珍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JZW2017101 
创新创业视角下物流管

理专业人力资源管理课

程教学改革研究 
张 权 

刘宪立，杨冬梅，李 敏， 
董先剑，李勇辉，刘禄琼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108 
工匠精神下基于产教融

合的物流管理专业学生

职业素质培养研究 
付 锐 

王自勤，林 敏，余建海， 
芮宝娟，万 航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109 
把创新教育贯穿于物流

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研究

与实践 
张思奇 

张云凤，刘阳，关醒权，刘

伟东，侯玲玲，成姝慧 
沈阳建筑大学 

JZW2017111 
《物流装备技术》翻转课

堂模式下学生学习行为

评价研究 
李玲俐 

陈 平，张 伟，郑 丽， 
唐永洪，费小燕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116 
“互联网+”时代混合学习

模式在物流管理专业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 
李培敬 

张成玉，王 烁，赵 朕， 
李雪菲 

洛阳师范学院 

JZW2017118 
基于Flexsim的物流系统

仿真实训教学研究-以校

园末端配送仿真为例 
余振宁 

燕 珍，徐浩涵，张宁馨， 
陈思颖，蔡佳涛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物流学院 

JZW2017131 
“互联网+”背景下物流管

理专业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仝好林 

赵 振，任 舒，任 波， 
陈 韶，耿 雪，师 文 

安阳学院 

JZW2017135 
基于物流技能大赛的仓

储管理实务课程开发 
孙统超 陈 抗，陆永健，叶雷锋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 

JZW2017145 

地方性本科院校物流管

理专业与本土物流产业

互动融合发展研究——
以三峡大学为例 

谢五洲 
丁雪峰，秦朝均，郭成恒，

高 攀，周代创 
三峡大学 

JZW2017146 
职业资格证书取消背景

下物流管理专业“双证

书”制度的改革探索 
纪付荣 

刘 杰，魏秀丽，张海霞， 
李海民，王建良，秦玉权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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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7150 

具有汽车行业特色的校

政企联合高层次应用型

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探究 

何 波 
杨立君，付雅琴，殷旅江， 
王江华，贾 静，王欢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JZW2017153 
以协同培养创新创业能

力为导向的高职物流教

育实践教学研究 
王秀荣 

刘照军，孙凌云，李子秀， 
刘 慧，逯义军，孟少博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154 
创新创业背景下地方应

用型大学物流管理人才

培养创新研究 
于善甫 

冉净斐，王 威，叶亚丽， 
张 莎，董艳蕊，赵跃华 

黄河科技学院 

JZW2017156 
物流专业课赛融通教学

模式研究 
姚卓顺 

罗书林，许 英，曹 钦， 
徐成成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JZW2017158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高

职物流专业学生核心能

力评价体系创新与实践 
尹 清 

苗晓锋，李红卫，王友青，

杨 娟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 

JZW2017163 
基于跨境电商背景下《电

子商务物流》课程改革与

实践探析 
帅晓华 

仲 蓬，雷 宇，熊壮志， 
赵仙娟，冯 力，赵春平 

长江职业学院 

JZW2017164 
基于物流企业业务流程

的高职现代物流人才培

养研究 
黄丹莉 

平 怡，代承霞，刘浪琴， 
吴元佑，郭云邦 

长江职业学院 

JZW2017170 
校外实习基地的物流实

践课程改革与人才培养 
章 竟 卞文良，唐孝飞，赵启兰 北京交通大学 

JZW2017173 
军民融合背景下军事物

流教学改革研究 
倪 彬 周丽华 空军勤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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