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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字〔2016〕5 号 

 

 

关于下达 2016 年物流教改教研 

课题计划的通知 

 

各有关院校： 

2016年物流教改教研课题立项申报工作已经顺利结束。此项

工作得到了广大高校和职业院校专业教师的积极参与，课题申报

涉及人才培养模式、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实验室建设、实践能力培养、实践教学、教学质量监控和教学评

价体系等方面。经审核，共确定139个课题列入“2016年物流教

改教研课题计划”（见附件），现予正式下达。 

本年度课题均通过中国物流与采购教育认证网—课题评审

系统（http://wljgjy.clpp.org.cn/）申请并正式立项（各申请单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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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立项证明材料，请登录系统进入课题管理页面打印），课题建

设周期自通知下达之日起，为期一年。2017年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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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入“2016年物流教改教研课

题计划”的课题组织评审验收，请课题承担单位积极组织研究力

量，筹措经费，按时完成课题研究。 

教育部高等学校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全国物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1栋1310室 

邮    编：100834 

电    话：010—68391375 

电子邮件：wljzw@vip.163.com 

 

附件：2016年物流教改教研课题计划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国物流学会                      2016年 2月 25日印发 

mailto:wljzw@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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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年物流教改教研课题计划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课题主持人 

JZW2016001 
铁路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实践与研

究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都国雄 

JZW2016002 
面向职教集团的物流管理专业数字化资源建

设及体系共享研究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商学

院 
朱长春 

JZW2016003 应用型本科物流系统仿真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盐城工学院管理学院 肖怀云 

JZW2016004 自动化仓库设计与运营的课程建设研究 上海海洋大学 陶宁蓉 

JZW2016005 
基于人才“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物流》课程

教学探究 
上海金融学院 潘  安 

JZW2016006 
应用型本科物流工程专业的《物流信息技术》

课程建设研究 
厦门华厦学院 赵  静 

JZW2016007 
基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物流工程专业课程

改革研究与实践 
沈阳建筑大学 刘  阳 

JZW2016008 

基于物流实训基地开展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

究——以广东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为

例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许四化 

JZW2016009 现代战争模式下军队物流教学改革研究 空军勤务学院 周丽华 

JZW2016010 
面向福建自贸区的应用型物流专业人才培养

改革与创新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陈言国 

JZW2016011 
以岗位需求为导向，构建航材物流教学新体

系 
空军勤务学院 郑金忠 

JZW2016012 
基于翻转课堂的《物流学概论》课程专题教

学模式改革研究 
厦门华厦学院 陈  晖 

JZW2016013 
产学研结合 军内外交流 应急物流学科专业

创建与教研实践 
后勤学院军事物流系 王宗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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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课题主持人 

JZW2016014 
基于创造教育模式下的《企业物流管理》课

程改革研究 
大连科技学院 鲁永奇 

JZW2016015 
虚拟与实体结合的物流装备实验室设计与建

设 
山东科技大学交通学院 曹冲振 

JZW2016016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现

代物流研究所 
吴晓坤 

JZW2016017 
基于体验式教学的本科《物流导论》课程设

计 

四川工商学院国际商学

院 
刘祥超 

JZW2016018 
基于课业大赛驱动的《物流 ERP》教学范式

改革 

四川工商学院国际商学

院 
马常松 

JZW2016019 
高职运输管理实务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

研究 
长江职业学院 刘浪琴 

JZW2016020 
适应跨境物流业转型升级的高职报关与国际

货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研究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运输管理学院 
李旭东 

JZW2016021 工业 4.0 背景下，智能仓储教学改革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祝  慧 

JZW2016022 
物流管理专业“教、学、做”一体化课堂建设

方案设计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刘  宇 

JZW2016023 
智慧教育趋势下，我国本科院校物流专业发

展对策与趋势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王  红 

JZW2016024 
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研究 
厦门理工学院管理学院 潘福斌 

JZW2016025 
应用型物流信息化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的

构建与实施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刘艳辉 

JZW2016026 
基于“现代学徒制”模式的物流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研究——以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现

代物流研究所 
章  扬 

JZW2016027 
理工类高校物流管理专业生产管理实践教学

微课平台研发与应用 
大连理工大学 薄洪光 

JZW2016028 
研究型大学物流管理专业转型发展建设研究

与实践 
大连理工大学 张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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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课题主持人 

JZW2016029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多元化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研究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

校 
孔月红 

JZW2016030 
基于应用型仓储人才培养的实验教学体系研

究 

兰州交通大学交通运输

学院 
赵小柠 

JZW2016031 
转型形势下新晋本科院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探究 
新乡学院管理学院 李庆伟 

JZW2016032 
基于大数据的物流专业教师实践能力评价研

究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性高

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孔  军 

JZW2016033 
应用型本科物流工程专业人才能力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性高

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于  鑫 

JZW2016035 高职航运服务人才岗位实训的改革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张  君 

JZW2016037 
基于物流信息系统的物流工程专业课程群建

设研究 
沈阳建筑大学 张思奇 

JZW2016038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探索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张德洲 

JZW2016040 
基于中国情境的物流管理专业通识教育课程

建设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黄学文 

JZW2016041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魏  磊 

JZW2016043 军事物流专业任职教育转型建设研究 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 王海兰 

JZW2016045 高职院校农业物流课程体系研究与构建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王娟娟 

JZW2016046 
基于混合模式的高职《供应链管理》教学设

计与课程资源建设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韩小霞 

JZW2016048 
云南省高职院校物流专业校企合作培养模式

研究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物流学院 
唐克生 

JZW2016049 
以培养学生物流装备的设计与应用能力为目

标的物流装备课程群建设 
上海海洋大学 张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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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课题主持人 

JZW2016050 
基于跨境电商产业链的现代化商贸物流专业

群建设研究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 
刘  泓 

JZW2016051 
立足自身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的基于学分制

改革的物流工程专业建设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交通学院 孙  慧 

JZW2016052 物流管理专业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研究与实践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王雅蕾 

JZW2016053 
物流工程专业《供应链管理》课程教学改革

与探索--基于“项目导入、任务驱动”模式 
南昌工学院 王丽芳 

JZW2016034 基于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建设与改革 新疆商贸经济学校 姜  萍 

JZW2016054 
基于未来课堂《国际货代业务操作》教改教

材建设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杨文芳 

JZW2016036 
应用型本科双语教学效果影响因素调查与提

升研究——以《供应链管理》课程为便 
盐城工学院 李正锋 

JZW2016055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物流管理专业教育

融合的路径研究 
长江职业学院 平  怡 

JZW2016056 
基于跨境电商发展的《国际物流学》课程教

学研究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系 
黄友文 

JZW2016039 
医药类院校物流学精品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研究 
云南中医学院 万宠菊 

JZW2016057 
基于体验式情景教学模式的《物流沙盘模拟》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刘艳霞 

JZW2016058 
基于医药行业定位的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特色研究 
云南中医学院 肖丽萍 

JZW2016042 
基于工作流程的中高衔接仓储配送实训项目

开发研究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 
叶雷锋 

JZW2016059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山东高校国际化物流

人才培养创新研究 
青岛黄海学院 苏  彩 

JZW2016044 
“互联网+”背景下独立学院物流专业《运筹

学》课程教学改革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李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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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课题主持人 

JZW2016060 
学科竞赛对于物流专业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

探讨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曹海鸥 

JZW2016061 
应用技术型物流管理本科人才职业核心技能

培养研究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郝  海 

JZW2016047 
《物流综合实训》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研究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陈  玲 

JZW2016062 
高职高专物流管理类专业多元化实践性教学

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 
周荛阳 

JZW2016063 
物流高技能人才职业素质培育模式创新研究

与实践 
深圳技师学院 资道根 

JZW2016064 
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民航配载与平衡课程建

设与应用研究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张  议 

JZW2016065 
“互联网＋”背景下基于能力需求的高职《电

子商务物流》课程改革与实践 
长江职业学院电商学院 雷  宇 

JZW2016066 面向信息化人才培养的供应链课程体系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学

院 
亓呈明 

JZW2016067 
面向企业需求的高校物流人才培养与创新教

育模式研究 

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

学院 
张庆英 

JZW2016068 
基于“学生—企业—学校”价值导向的物流专

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与支撑体系研究 

安庆师范学院经济管理

学院 
汪  凌 

JZW2016069 
基于网店运营模式下的电子商务课程教学模

式改革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何  妍 

JZW2016070 
基于岗位角色的高职物流管理专业课程设置

研究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伯超 

JZW2016071 
面向工程教育观的物流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改

革研究与实践 

沈阳建筑大学交通工程

学院 
张云凤 

JZW2016072 “双向互融式”校企合作模式研究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贾新政 

JZW2016073 
民办高校教师团队吸收能力与效能对团队学

习的影响机制研究 
武汉工商学院 吴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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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课题主持人 

JZW2016074 中职物流“三课堂融合”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孙明贺 

JZW2016075 中职物流学生职业素养提升工程探索研究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郑学平 

JZW2016076 《汽车物流》课程体系构建与教学实践研究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江世英 

JZW2016077 物流品牌专业建设研究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桂德怀 

JZW2016078 
基于信息平台的物流金融实践能力培养的研

究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 
翦象慧 

JZW2016079 物流设备控制与应用能力模块建设与改革 北京联合大学 夏明萍 

JZW2016080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毕业论文指导研究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贺  跻 

JZW2016081 
基于 CDIO 模式的《物流工程》与实践课程

建设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学

院 
刘景云 

JZW2016082 国际物流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研究 浙江科技学院 廖  莉 

JZW2016083 物流类经营模拟实验项目设计与开发 
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 
王文鹏 

JZW2016084 
内蒙古农业大学物流管理专业模拟实验教学

体系构建研究 
内蒙古农业大学 刘桂艳 

JZW2016085 
高职仓储经理（高等学徒 Level 4）课程体系

开发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 
袁世军 

JZW2016086 
面向福建省自贸区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探

讨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程晓玲 

JZW2016087 
我国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的空间分布及演

化特性分析 

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 
史新峰 

JZW2016088 
以实践和应用能力为导向的物流工程专业

《运筹学》教学改革和实践研究 

南昌工学院经济管理学

院 
陈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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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单位 课题主持人 

JZW2016089 
多维度协作学习模式的物流系统仿真教学研

究 

武汉科技大学 汽车与

交通工程学院 
梁晓磊 

JZW2016090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高职《采购管理实

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物流

学院 
李散绵 

JZW2016091 
非常 6+E 信息化教学模式 在《物流金融法

规》中的探索与实践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 
王  频 

JZW2016092 
政校企社“联姻”转型物流产业背景下宁波物

流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宁波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陈  颖 

JZW2016093 中职物流专业的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周健康 

JZW2016094 
互联网时代下的《现代物流配送管理》课堂

教学改革 
浙江科技学院 刘云霞 

JZW2016095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开放式

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王雪蓉 

JZW2016096 
“互联网+”时代基于物联网的高职智慧物流

信息技术专业多元化融合发展研究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万年红 

JZW2016097 
高职物流企业经营管理沙盘模拟实训课程建

设 

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司

长沙雨花分公司 
旷健玲 

JZW2016098 
高职院校特殊群体顶岗实习教学管理模式创

新研究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杨新月 

JZW2016099 
管理类物流工程专业《物流设施与设备》理

实一体化课程改革研究 

南昌工学院经济管理学

院 
王丽明 

JZW2016100 高职采购供应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平

台、湖南现代物流职业

技术学院 

何建崎 

JZW2016101 
基于二维码技术的物流英语资源共享平台的

开发研究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何琇瑶 

JZW2016102 
依托海河教育园区校企合作共同开发物流实

训资源平台的实践与研究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张志强 

JZW2016103 
基于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视角下《运输

实务》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与实践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技术学院 
张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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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6104 
高职先进物流技术专业群建设方案 设计研

究与实践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 
邓子云 

JZW2016105 
基于微课的《运输管理实务》课程“353”教学

模式研究与实践 

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平

台有限公司 
杜丽茶 

JZW2016106 
基于“小班化“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以高

职物流专业《仓储机械操作》为例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余名宪 

JZW2016107 《供应链管理》课程创新实践教学方法研究 浙江科技学院 张  玲 

JZW2016108 
典型项目在《物流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技术学院 
黄燕东 

JZW2016109 
自贸区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人才职业能力调查

与培养模式研究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欧阳芳 

JZW2016110 
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以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课程为例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耿会君 

JZW2016111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物流管

理专业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西安培华学院商学院 丁  阳 

JZW2016112 
应用型本科经管类专业《供应链管理》课程

教学改革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吴晓志 

JZW2016113 
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物流信息系统》课程

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民办南华工商学院 林  青 

JZW2016114 
地方高校物流工程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物流

学院 
周  泰 

JZW2016115 就业导向下的高职《物流法规》微课开发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

管理系 
谌爱群 

JZW2016116 
基于任务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以《运输组织管理》课程为例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姜  苹 

JZW2016117 高职物流专业创新创业实训教学实践研究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陈  彧 

JZW2016118 新常态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思维培养体系研究 成都市技师学院 彭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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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6119 《采购管理》课程建设与改革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工商

管理系 
王秀梅 

JZW2016120 
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方案优化路径及两者的

影响机制——感知专业价值为中介 
太原理工大学 杨晓艳 

JZW2016121 
基于工作过程的电子商务物流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

管理系 
罗燕君 

JZW2016122 
基于临沂商贸物流特色的本科院校物流管理

专业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临沂大学理学院 刘靖国 

JZW2016123 
中职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商品知识》课程

改革与实践 
河南省外贸学校 李明玉 

JZW2016124 
高职教育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与运行机制研究

——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为例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胡延华 

JZW2016125 
基于“岗位导向、任务驱动”的《仓储与配送

实务》教材的开发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韦妙花 

JZW2016126 
优化高职国际货运代理英语课程教学策略研

究 
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潘  敏 

JZW2016127 
行业形势变化下的专业转型升级创新探索与

实践—基于国际物流专业群协同育人的视角 

南华工商学院现代物流

中心 
王  云 

JZW2016128 基于工作过程的跨境物流英语教材改革研究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冯  佳 

JZW2016129 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内部监控执行过程研究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

学院 
赵国军 

JZW2016130 
内涵式发展视阈下三本院校物流管理人才培

养模式探究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杨山峰 

JZW2016131 
基于“互联网+”理念的“仓储与配送管理实

务”校企合作课程改革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许晓春 

JZW2016132 “互联网+”下双创与专业教学融合路径研究 武汉纺织大学管理学院 周兴建 

JZW2016133 
基于技能大赛引领的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技能

评价考核体系构建研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张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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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6134 中外合作办学物流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民办南华工商学院 陈春慧 

JZW2016135 
基于岗位群能力驱动的物流管理专业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曹细玉 

JZW2016136 

“自贸区”背景下跨境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研究---广东交职院物流管理特色专

业为例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如意 

JZW2016137 基于 VBA 的供应链牛鞭效应仿真系统开发 
兰州交通大学交通运输

学院 
向万里 

JZW2016138 
基于校企深度合作的应用型餐饮冷链物流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四川旅游学院工商系 甘俊伟 

JZW2016139 
现代学徒制在中职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探

索与实践研究 
上海市现代流通学校 彭宏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