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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字〔2018〕6 号 

 
 

关于下达 2018 年物流教改教研 

课题计划的通知 
 

各有关院校：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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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创新创业、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物

流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评价体系建设、中高职衔接以及国际化人

才培养等方面的内容。 

经审核，共确定111个课题列入“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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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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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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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室 

邮    编：100834 

电    话：010-68391375   010-68392017-135 

电子邮件：wljzw@vip.163.com 

 

附件：2018年物流教改教研课题计划 

 

 

中国物流学会 

2018 年 3 月 29 日 

 

中国物流学会                      2018年 3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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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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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ZW2018002 
“双高”背景下的高职物流管理专业群内

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

学校 
孔月红 

JZW2018003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虚拟仿真实践教学 齐鲁医药学院商学院 孙婕 

JZW2018004 物流管理专业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研究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 
樊艳玲 

JZW2018005 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推广研究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

学校 
刘景良 

JZW2018006 
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双力驱动高职物流管

理专业群校企合作模式创新与实践研究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

学校 
仪玉莉 

JZW2018007 
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国际物流》课程改

革研究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 
李娜 

JZW2018008 
“互联网+”背景下物流营销专业教学改革

及创新研究 

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 
李炫林 

JZW2018009 
双创背景下的物流企业网点拓展与运营课

程建设与实践 

滁州远方车船装备工

程有限公司 
张小桃 

JZW2018010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创新创业项目“365 创

客空间”探索实践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苏国锦 

JZW2018011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共同育人机制评价

体系研究与构建实践——以高职物流管理

专业为例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胡延华 

JZW2018012 《采购物流》教学改革研究 商丘工学院 郑金忠 

JZW2018013 
基于双创背景下《供应链管理实务》课程

创新与改革研究 
长江职业学院 吴晶 

JZW2018014 
中职物流学生学教一体“7S标准化管理”

模式实施研究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孙明贺 

JZW2018015 
中等职业学校智慧物流课程体系开发与研

究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郑学平 

JZW2018016 
大数据背景下高职《物流统计与实务》课

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滁州远方车辆装备工

程有限公司 
周宇 

JZW2018017 
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高职《物流市场营销》

课程建设研究 

滁州远方车船装备工

程有限公司 
旷健玲 

JZW2018018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物流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 
赖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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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8019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实践与思考--以

广州顺丰-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物流专

业为例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李洁 

JZW2018020 
双创背景下， 探索物流专业扶贫学生“精

准”培养体系 
北京市商业学校 王彩娥 

JZW2018021 独立学院物流运筹学模块化教学改革研究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

院 
邹江 

JZW2018022 
高职 ESP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建构与评

估——以《物流英语》课为例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 
刘洁 

JZW2018023 
物流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培养质量 评价

体系研究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

术学院 
蔡丽玲 

JZW2018024 
基于微课的《电子商务物流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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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芳 

JZW2018025 
物流管理专业群《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

差异化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湖南省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 
刘香丽 

JZW2018026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仓储配送实务》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

平台有限公司 
冯梅 

JZW2018027 

基于校企双主体育人的现代学徒制特色

《运输实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研究与实

践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

术学院 
缪桂根 

JZW2018028 
“一带一路”战略下高职《国际贸易实务》

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

平台有限公司 
朱莎莎 

JZW2018029 
仓储经理（高等学徒 Level 4）校企“双

基地”实践教学资源体系研究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

术学院 
袁世军 

JZW2018030 
基于互联网+的商品学翻转课堂式教学改

革 
湖南女子学院 王琳 

JZW2018031 
基于“互联网+”的物流专业 MIS教学改革

与创新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经济

管理学院 
马家齐 

JZW2018032 物流管理专业移动学习过程性评价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经济

管理学院 
戴宏 

JZW2018033 
基于 OBE理念的供应链管理课程群建设与

研究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

院 
刘连花 

JZW2018034 
基于供应链运营能力培养的应用型本科物

流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厦门华厦学院 陈晖 

JZW2018035 
基于“双创”能力培养的高职《采购管理

实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

校 
李巍 

JZW2018036 《物流信息技术》Spoc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刘宁 

JZW2018037 智慧物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广西科技大学 葛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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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8038 
“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物流技能型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

院 
朱芳 

JZW2018039 

创新创业视角下的高职物流管理专业课程

设计的研究——以《仓储与配送管理》课

程为例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运输与经济管理学

院 

宋雷 

JZW2018040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改革与实践

——以《供应链管理》为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 
王桂花 

JZW2018041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物流人才培养研究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曾艳英 

JZW2018042 
基于快递行业《客户关系管理》课程资源

库建设研究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韩小霞 

JZW2018043 
互联网+流通背景下“流通经济学”课程研

究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重庆理工大学 黄芳 

JZW2018044 
基于数据挖掘能力培养的财务报表分析课

程改革研究——以物流产业为例 
厦门华厦学院 张筱莉 

JZW2018045 
物流管理专业《企业实践与专业调研》实

训课程教改 
成都理工大学 谭满益 

JZW2018046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采购与供应管理专

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 
卓晓芸 

JZW2018047 
智慧物流视角下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智慧课

堂的研究与构建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刘华 

JZW2018048 
新环境下高职院校《供应链管理》课程诊

改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

校 
张俊 

JZW2018049 
基于 DEA和 AHP的应用型物流管理本科专

业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

院 
苏利波 

JZW2018050 
“互联网+”背景下独立学院应用型物流管

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

院经济管理系 
闫海鹰 

JZW2018051 
基于美国 DQP 成果导向的高职物流管理专

业课程体系优化的探索与实践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

院 
翟树芹 

JZW2018052 
智慧物流环境下高校物流专业大学生学习

投入度提升路径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 李晓萍 

JZW2018053 
电子商务专业（跨境方向）物流类课程体

系构建与有效教学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陈元 

JZW2018054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职业院校物流专

业建设路径研究--以温州为例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

院管理学院 
殷洁 

JZW2018055 
高职采购与供应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

究 

湖南省物流公共信息

平台 
何建崎 

JZW2018056 
基于卓越计划的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太原理工大学 杨春艳 

JZW2018057 
校企深度融合的高职物流校内生产性实训

基地长效运行管理的研究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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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8058 
面向市场需求的物流工程方向核心课程体

系建设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

院 
丁磊 

JZW2018059 
应用导向的物流信息化课程体系研究与实

践 
北京联合大学 李平 

JZW2018060 物流系统仿真课程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 北京联合大学 孙雪 

JZW2018061 
应用型本科第三方物流教材开发-- —基

于“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模式 
成都师范学院 田红英 

JZW2018062 
高职高专物流类学生成功创业困素及路径

研究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

校 
潘灿辉 

JZW2018063 
“项目引领，产教融合”培养具有行业气

质中职物流专业名师模式的研究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 周健康 

JZW2018064 
云南高职院校创新型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

校 
段丽梅 

JZW2018065 
互联网+背景下的物流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优化研究 

沈阳建筑大学交通工

程学院 
张云凤 

JZW2018066 
全互动式教学方法在本科物流工程专业

《统计学》课程中应用研究 

山东华宇工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 
王珊珊 

JZW2018067 
深度学习理论下翻转学习模式的创新与应

用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

输与物流学院 
毛敏 

JZW2018068 
基于物流知识逻辑性的物流专业教材评价

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

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红启 

JZW2018069 
创新创业视角下物流管理专业仓储管理课

程教学改革研究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经管系 
董先剑 

JZW2018070 
混合式教学改革下现代物流专业群产教融

合发展生态圈探索与实践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蔡占华 

JZW2018071 
民办本科高校物流管理专业校企实践教学

基地建设研究 
齐鲁医药学院商学院 李文旸 

JZW2018072 
翻转课堂背景下物流类研讨课教学模式研

究 
西南交通大学 王坤 

JZW2018073 
以跨专业仿真综合实训为核心的物流管理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与实践 
石河子大学商学院 骆鹏 

JZW2018074 
现代学徒制下高职《物流企业管理》实践

教学改革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曹旭光 

JZW2018075 
物流专业教材建设中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

研究——以《仓储管理》为例 
华东交通大学 甘卫华 

JZW2018076 广西农产品冷链物流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周斯斯 

JZW2018077 
智慧物流与广西第一书记扶贫产业园结合

的研究与实现 

广西外国语学院、信

息工程学院 
黄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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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8078 
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应

用研究-以《民航货物运输》为例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霍连才 

JZW2018079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国际化

人才培养模式制定研究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经贸管理学院 
侯同娣 

JZW2018080 
SPOC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应用研究-以《供

应链管理》课程为例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

院 
刘宇 

JZW2018081 
高职物流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基

于职业技能大赛的视角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

院 
关颖 

JZW2018082 高职院校物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孙鑫 

JZW2018083 
省级示范高职院物流管理专业师资队伍建

设研究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李玉娟 

JZW2018084 
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物流仿真实验

教学平台构建与实践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 
黄锥良 

JZW2018085 物流行业校企合作模式及策略体系研究 北京物资学院 张喜才 

JZW2018086 
校企合作背景下物流管理特色专业建设实

践研究 

山东华宇工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 
戴明 

JZW2018087 
应用型本科高校物流管理专业《生产物流》

课程项目化教学模式构建 
山东华宇工学院 李芳芳 

JZW2018088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物流运输管理》课

程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应用研究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刘慧 

JZW2018089 
高职《物流设施与设备》课程教学改革研

究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 
姚微 

JZW2018090 
基于创新创业视角的《供应链管理》课程

教学改革研究 
厦门华厦学院 毛雅菲 

JZW2018091 
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建设标准、质量与

特色研究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陈玲 

JZW2018092 
面向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邮政快递智能系

统规划与设计》教学体系与改革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 孔继利 

JZW2018093 
智慧物流背景下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路径研究与实践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 
曹爱萍 

JZW2018094 
智慧物流人才供求状况调查与培养对策研

究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桂德怀 

JZW2018095 
基于实践技能的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教学管

理研究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刘伯超 

JZW2018096 
物流人工智能人才的职业能力调查与培养

对策研究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欧阳芳 

JZW2018097 
面向创新思维与创业实践的电子商务教学

改革 
浙江科技学院 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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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2018098 《物流系统仿真》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 
浙江科技学院经济与

管理学院 
曹玉华 

JZW2018099 《现代物流管理》在线课程建设研究 重庆大学 张莹莹 

JZW2018100 
我国物流管理与工程类专业教改教研的研

究热点分析 

西安邮电大学 现代

邮政学院 
史新峰 

JZW201810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物流运输技

术与实务》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叶影霞 

JZW2018102 
“工匠精神”在高职物流专业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中的实现路径研究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

院 
王雪蓉 

JZW2018103 
“互联网+”背景下基于胜任力的高职物流

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

院 
万年红 

JZW2018104 
体验式大学生素质拓展课程在物流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中运用与研究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董劲 

JZW2018105 
"互联网+"背景下的在线案例教学模式研

究 

武汉纺织大学管理学

院，湖北省普通高等

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企业决策

支持研究中心 

周兴建 

JZW2018106 
《悉尼协议》专业认证视角下的物流管理

专业课程改革研究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冯佳 

JZW2018107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

究与实践—以商品养护与包装课程为例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姚海凤 

JZW2018108 
基于 MOODLE 系统慕课教学平台的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以《采购管理》为例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施建华 

JZW2018109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案例库

建设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李正军 

JZW2018110 
基于岗位任职能力的《航材仓库管理》课

程教学改革实践 
 

空军勤务学院 李昊 

JZW2018111 《航材储备管理》课程改革研究 空军勤务学院 周丽华 

JZW2018112 航材仓储课程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深化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勤务学院 
乔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