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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次中国物流学术年会共收到参评论文 736 篇，经专家

评审、网上公示和重点查重，最终确定 313 篇获奖，其中：一等

奖 10 篇，二等奖 23 篇，三等奖 137 篇，优秀奖 143 篇。 

特此通告 

 

附件：获奖论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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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学会                          2016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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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共 313 篇） 

 

一等奖（10 篇） 

1. Models and column generation approach for the resource-constrained 

minimum cost path problem with relays 

（带转运点和资源约束的最小费用路径问题：模型和列生成算法。） 

李相勇、林少冲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田  澎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Y.P. Aneja  加拿大温莎大学奥德特商学院 

 

2. 国家血液战略储备库选址——库存问题的随机 p-鲁棒优化 

周愉峰、李  志  重庆工商大学 

 

3. 电子商务破解生鲜农产品流通困局的内在机理——基于天猫生鲜与

沱沱工社的双案例比较研究 

汪旭晖、张其林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4. 需求更新下考虑顾客策略和质保服务的供应链决策模型 

王美丽、刘伟华、朱冬蕾、申欣冉  天津大学 

 

5.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中转港战略优势、条件及实现途径研究 

董千里  长安大学 

 

6. 主导权对高铁快递和传统快递合作定价策略的影响 

段华薇  西华大学建设与管理工程学院 

严余松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7. 我国物流业税收负担评价方法的问题与改进 

王冬梅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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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叶  中国铁路总公司 

陈  傲、孙  宇、秦芝胤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8. Joint optimisation of order batching and picker routing in the online 

retailer’s warehouse in China（在线零售中的订单分批与拣货路径联合优化） 

李建斌、黄日环  华中科技大学 

戴  宾  武汉大学 

 

9. Two-way Information Sharing under Supply Chain Competition 

（供应链竞争情况下的双向信息共享研究） 

卞文良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Jennifer Shang  美国匹兹堡大学 Katz 商学院 

张菊亮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 基于品项相关性的阵列式自动拣选机货位优化 

李  明  山东建筑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吴耀华、张  健  山东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宁宁  济南大学商学院 
 

二等奖（23 篇） 

1. Design-balanced capacitated multicommodity network design with 

heterogeneous assets（考虑异质资源管理和设计平衡的多商品网络设计问题） 

李相勇、魏  凯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Y.P. Aneja  加拿大温莎大学奥德特商学院 

田  澎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2. 物流服务新产品设计框架——来自中国实证研究 

赵  璇、刘伟华  天津大学 

陈露洁  上海中欧商学院 

王树青、王  迪  天津大学 

 

3.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城市货车限行政策问题研究 

杨小佳、杨  扬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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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税政策下政府碳监管对物流企业碳减排效率的影响研究 

周  叶、杨  洁  南昌航空大学 

 

5. A partial credit guarantee contract in a capital-constrained supply chain: 

Financing equilibrium and coordinating strategy 

（基于部分信用担保契约的资金约束供应链的融资均衡和协调策略） 

晏妮娜、孙宝文、张  辉、刘重庆  中央财经大学 

 

6. 变革与重构：泛旅游产业线上线下整合的农产品流通——基于连片特

困区小城镇的建设 

杨辉鹏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交通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7. 基于可信性的低碳物流网络设计多目标模糊规划问题 

李  进  浙江工商大学 

朱道立  上海交通大学 

傅培华  浙江工商大学 

 

8. 基于 AHP 的新常态下常州物流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与升级路径研究 

刘伯超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9. Tactic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planning with dependency issues o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长规划周期内考虑生产顺序的生产与配送联合计划研究） 

魏文超  北京交通大学 

Luis Guimaraes、Pedro Amorim、Bernardo Almada-Lobo  INESC Porto 

 

10. 快递行业服务质量测量及改进对策研究 

刘宏伟、张梦颖、辛  辰  安徽大学商学院 

 

11. 长江经济带集装箱多式联运瓶颈的解决方案研究 

宫之光  大连市物流发展管理中心 

杨忠振、郭利泉  大连海事大学 

 

12. 四川与中东欧物流合作研究 

王  程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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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区域物流系统脆弱性评估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戢晓峰、张  雪、阮鸿柱、欧思嘉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14. 基于改进灰色关联度法的农产品冷链物流网络脆弱性评价 

刘明菲、李玉婷、张银霞  武汉理工大学 

 

15. 物流产业集中度为什么会不断下降——基于不完全市场竞争模型的

研究 

张喜才  北京物资学院 

 

16. 碳交易和低碳偏好下供应链低碳技术选择研究 

刘名武、万谧宇  重庆交通大学 

付  红  电子科技大学 

 

17. 交通流变化下考虑能耗的多车型车辆路径优化模型研究 

王文君、高举红  天津大学 

 

18. 考虑品牌 APP 丰富度的 O2O 供应链渠道选择与定价策略 

戢守峰、姜力文、喻海飞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9. An Inventory Model for Deteriorating Items with Inventory-dependent 

and Linear Trend Demand under Trade Credit 

吴成锋  青岛科技大学 

赵秋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 京津冀港口群物流竞合力分析与对策研究 

张申峰、王晓平  北京物资学院 

 

21. 高速铁路电商列车运营组织模式探析 

曲思源  上海铁路局运输处 

 

22.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废旧家电拆解效益仿真研究 

陈兰芳、吴  刚、付  焯  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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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物流产业聚集区：机理、路径与实现 

贺兴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 

刘  伟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三等奖（137） 

1. 考虑生产性服务业联动的区域产业集群升级进程测度与识别 

邢青松、黄  毅、许茂增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 Service capacity procurement of logistics service supply chains with 

demand updating and loss-aversion preference 

（需求更新条件下，考虑损失厌恶偏好的物流服务供应链能力采购） 

朱冬蕾、王  迪、白恩泽、武润泽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3. Multi-depot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with time windows under shared 

depot resources（站点资源共享下带时间窗的多站点车辆路径问题研究） 

李  建  南京农业大学 

 

4. 基于多源数据的区域物流辐射网络特征提取方法 

陈肖雨、戢晓峰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5. 配送式军事运输服务采购市场潜力调查与分析 

焦  红、曹  波  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 

刘  臣  天津军事物流基地 

王亚龙  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干部处 

 

6. 基于 L-3D 方法的区域物流经济空间格局研究 

连晨希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陈  方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7. 订单分配中的供应商公平行为：多因素的实验研究 

武润泽、王树青、赵  璇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8. 绿色供应链外部整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韦占宇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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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际集装箱货运代理市场逆向选择问题的治理 

鲁  渤、王辉坡  大连大学 

 

10. 基于 SD 模型的天然气供应链安全研究 

孙家庆、孙倩雯、党琴琴  大连海事大学 

 

11. 电子商务中的退货逆向物流研究——以淘宝为例 

陶梅芳、解  琨  云南财经大学物流学院 

 

12. 生鲜农产品国际冷链物流网络节点选址 优化研究 

杨  扬、韩天皞、袁  媛  昆明理工大学 

喻庆芳  昆明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13. 中国流通经济面临的挑战、问题与战略选择——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陈  博、陈  贞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14. 海淘背景下国内快递业国际化问题研究 

高  雯、解  琨  云南财经大学 

 

15. 基于收益共享契约与 Nash 讨价还价公平的供应链碳减排决策 

魏光兴、黄湘轶、覃燕红  重庆理工大学 

 

16. 基于 C2B2F 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金融模式研究 

王普玉、包文杰  江苏科技大学 

 

17. 以国家级口岸建设带动发展全局的思考——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部

核心功能区（廊坊）为例 

刘二宅  廊坊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18. 供给侧改革对物流流通业影响 

张先瑾  国家开发银行 

 

19. 航空集装器逆向流转机制研究 

钱继锋、马维平、谢  霞  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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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何提高电商运营中的安全防控 

梁奇宇  苏州物流中心 

 

21. 原油接卸港区通过能力提升研究 

金  鑫、封学军、张  艳、蒋柳鹏  河海大学 

 

22. RFID 技术在自动分拣集中识别中的应用研究 

张涵跃、程  飞  天津科技大学 

 

23. Designing of a I-shaped less-than-truckload cross-dock: A simulation 

experiments study 

（基于仿真实验的对称 I 型集并越库中心收/发货库台设计研究） 

冷凯君、施  文、陈金波  湖北经济学院 

 

24. 尺度重构视角下区域货物运输联系网络的空间组织优化研究 

张  玲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戢晓峰、郝京京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25. A carbon footprint based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network design model

（考虑碳排放的闭环供应链网络设计） 

李梦梦、高举红、韩  冰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26. 考虑质保服务的三元供应链激励机制设计 

申欣冉、王美丽、白恩泽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27.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关联机制实证研究 

邹  筱、刘亚楠  湖南工业大学 

 

28. 基于报废量预测的北京市废旧家电逆向物流研究 

林雅菲  北京物资学院 

 

29. 面向计算思维的集装箱码头装卸作业调度 

李  斌  福建工程学院交通运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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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Best Routes Selection in Multimodal Networks Using Multi-objective 

Genetic Algorithm（基于多目标遗传算法的多式联运网络最优路径选择） 

熊桂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王  勇  重庆大学 

 

31.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欧班列发展对策 

马依彤、施先亮、张腊梅  北京交通大学 

 

32. 物流企业社会资本与服务创新类型及服务 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田  雪、李晓义、郑彩云、司维鹏  北京物资学院 

 

33. 基于生态位的福州快递企业竞争研究 

林  森  福建农林大学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34. 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发展研究 

贺盛瑜、滕喜华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35. 多级网络物资协同前送模型及改进布谷鸟搜索算法研究 

漆  磊、姜大立、方海洋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36. 互联网+物流时代下的智能技术应用与智慧物流管理 

王  英  苏州智耕物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7.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数据的城市群物流与经济动态耦合研究 

胡玉洲  惠州学院 

 

38. 我国出口跨境电商的物流风险评估研究 

郑小雪  福建农林大学 

 

39. ERP 实施对物流企业成本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上市公司

1998-2014 年经验数据 

谢  霞  武昌首义学院 

戴  宾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 11 — 

40. 基于多代理模型的城市配送车辆限行政策评价与仿真 

张圣忠、李继东、徐赛娜  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41. 木材物流网络优化方法与实证分析 

林玉英、邱荣祖  福建农林大学 

 

42. 基于 Flexsim 的战略投送基地物资转运能力评估研究 

郭鹏飞、彭富兵  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 

 

43. The impact of lead time compression on demand forecasting risk and 

production cost: A newsvendor model 

（提前期压缩对需求预测风险和生产成本的影响：基于报童问题的视角） 

蹇  明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方  新  重庆工商大学商务策划学院 

靳留乾  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Azamat Rajapov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44. 关于北京市花卉流通模式与流通效率的实证研究 

郭  月  北京物资学院 

 

45. 国家血液战略储备库选址——库存问题 

马祖军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周愉峰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市发展信息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6. 基于双目标规划的班轮航线配船 

潘静静  福建农林大学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47. 第五方物流供应链系统集成研究 

王术峰  广东白云学院管理学院 

 

48. 基于昆曼公路的跨境甩挂运输模式研究——以中泰生鲜农产品国际

冷链物流为例 

袁  媛、韩天皞  昆明理工大学 

肖光洪  昆工—中远 GMS 物流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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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ir Emissions Inventory of Container Ports' Cargo Handling Equipment 

with Activity-based “Bottom-Up” Method 

（基于活动量自下而上法的集装箱港作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 

彭宜蔷、吴晓婧、顾  建  河海大学 

 

50. 双模型视角下的物流平台用户使用行为研究 

王茹红、甘卫华、程春红  华东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51. 农产品电商中物流企业的服务能力评价及培育 

喻  立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52. 津冀煤炭港口物流信息服务一体化研究 

侯贵宾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陈红梅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 

 

53. 新形势下军队应急物流组织指挥研究 

龚卫锋  解放军后勤学院 

孙  敏  北京市投资促进局 

张  帆  解放军后勤学院 

 

54. 面向交通限行的多阶段城市物流联合配送问题研究 

葛显龙、黄  钰  重庆交通大学 

 

55. 应急物流中心快速收发转运能力建设研究 

黄定政、丁志成、张瞩熹、魏耀聪  解放军后勤学院 

 

56. 基于区域农产品物流能力评价的广东省农产品物流供给侧改革探讨 

吴春尚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57. 沈阳“城市货的”经营环境问题及对策 

王海鹰  沈阳理工大学 

滕金辉  天津大学 

 

58. 电子商务与快递业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动态实证分析 

陈  宾、周容霞、陈丽平、曾文琦  福建江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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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学科竞赛“嵌入式”的应用型本科专业教学探索与实践 

周兴建  武汉纺织大学 

周建亚  武汉工商学院物流学院 

蔡丽华  武汉工商学院环生学院 

杨芬芳  武汉工商学院教务部 

 

60. 建筑垃圾物流成本的核算 

顾  煜、曾艳琳  北京物资学院 

 

61. Risk Analysis of a Two-Level Supply Chain Subject to Misplaced 

Inventory（两级供应链库存不准确问题的风险研究） 

朱丽晶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Chulung Lee  Korea University 

 

62. The price of anarchy in competitive reverse supply chains with 

quality-dependent price-only contracts 

（基于质量依赖价格合同的竞争型逆向供应链的非合作代价分析） 

叶郁森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马祖军、代  颖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63. Two-echelon Logistics Distribution Region Partitioning Problem Based 

on A Hybri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Genetic Algorithm 

（基于混合粒子群－遗传算法的二级物流配送区域划分问题研究） 

王  勇  重庆交通大学 

马晓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  永  重庆交通大学 

 

64.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design under sequential consumer choice process

（基于消费者序贯选择过程的产品差异化设计） 

邵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 

 

65. A system dynamics model for simulating the logistics demand dynamics 

of metropolitan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China 

（大城市物流需求的系统动力学模拟：以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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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莹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交通大学 

施先亮  北京交通大学 

 

66. 基于 ISM 的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乐雄平  北京物资学院 

 

67. 仓单质押模式下的物流企业动态信用风险管理实证研究 

苏晓霖、夏  露  云南财经大学物流学院 

 

68. 多任务合作的 LSSC 动态激励机制研究 

朱卫平、姚红光、石丽娜、赵佳妮、李智忠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9. 互联网+背景下物流园区发展战略研究 

张喜才  北京物资学院 

 

70. 基于网络层次的物流合作模式决策分析 

张广胜  嘉兴学院 

刘  伟  上海海事大学 

 

71. 快递货主忠诚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李智忠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2. 多筹集点应急物资合理化协同调度 

汪贻生  后勤工程学院现代物流研究所 

张英慧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73. 基于面向对象技术的自动化立体仓库图形监控系统设计 

雷  斌、蒋兆远、马殷元  兰州交通大学 

 

74. 云南区域物流网络构建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视角 

王  艳  红河学院 

 

75. Impa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and Urbanization on Less-than-Truckload 

Freight Flows in China: An Analysis Considering Spatial Effects（信息技术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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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对中国零担货流的影响研究——考虑空间因素的分析） 

倪玲霖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Xiaokun Wang、Dapeng Zhang  伦斯勒理工学院 

 

76. Price optimization for transportation service procurement with fuzzy 

random shipments: from shipper’s perspective（基于托运人角度考虑带有模

糊随机运量的运输服务采购定价优化问题） 

闫  芳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许蔓菁  郑州工学院信息与商务学院 

马艳芳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余海燕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77.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with Asymmetric Fairness Concern Inform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公平偏好信息非对称下的供应链协调：理论和实证研究） 

覃燕红  重庆理工大学 

魏光兴  重庆交通大学 

 

78. The impacts of final delivery solutions on e-shopping usage behaviour: 

The case of Shenzhen, China 

（末端物流配送对网络购物行为的影响：以深圳为例） 

肖作鹏、王缉宪  香港大学地理系 

 

79. 基于 STEAM 的靠港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研究 

顾  建、王  伟、彭宜蔷  河海大学 

 

80.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行为供应链信息共享价值研究 

汪传雷  安徽大学物流与供应链研究中心 

万一荻、张  岩  安徽大学商学院 

 

81. Optimal Remanufacturing Strategies in Name-Your-Own-Price Auctions 

with Limited Capacity（有限产能和客户自定价模式下再制造优化策略） 

王启飞、李建斌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Hong Yan  香港理工大学 

Stuart X. Zhu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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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产业融合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协同实证研究 

王  勇  武汉工商学院 

曾传学  武汉家事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83. 中国物流业能源消耗、碳排放与行业发展关系分析 

张立国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李  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4. 供应链视角下我国药品质量问题研究 

梁  旭  辽宁中医药大学 

汤  宁  辽宁中医药大学杏林学院 

魏亚男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85. 物流与供应链金融研究趋势分析：基于“主题—理论—方法”的三重视角 

刘晓红、周利国、耿  勇、陈金亮  中央财经大学 

 

86. 大学校园快递末端物流配送服务质量测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李爱彬、魏宇茜、陈志良、夏洪旺  中国矿业大学 

 

87. 基于复杂网络的国际多式联运系统风险评估模型 

姚立君、兰洪杰、陈绍洵  北京交通大学 

 

88. 3D 物流互动体验式平台开发与实践 

谈  慧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9. 第三方物流视角下北京市农产品流通模式研究 

潘建伟  北京物资学院 

张立中  北京林业大学 

胡尊龙  天津地税局 

 

90. 基于引力模型的成渝城市群物流联系空间格局研究 

龚  英、陈振江  重庆工商大学 

 

91. 基于主成分聚类分析的战备物资生产能力储备企业选择 

李绍斌、杨西龙、王  丰、甘  明、王锐淇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 17 — 

92. ABC 公司物流成本管理分析 

潘福斌  厦门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吴亮亮  厦门艾德鞋业有限公司 

李培标  厦门珉挚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 

 

93. 基于案例推理的军队救灾物资需求预测 

王海兰  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 

刘  臣  解放军 66155 部队 

 

94. 电商与快递跨界经营的理论基础及现实分析 

王宝义  山东交通学院 

 

95. 物流业 FDI 空间集聚影响因素研究 

梁  雯、张  伟、秦胜杰、陈广强、王  欣  安徽大学 

 

96. 供应链环境下跨组织的 PCPSP 问题研究 

王伟鑫  四川外国语大学 

葛显龙  重庆交通大学 

王  旭、倪  霖  重庆大学 

 

97. Multi-objective fuzzy design of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network 

considering risk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考虑风险和环境影响的多目标模糊闭环供应链设计） 

戴  卓  九江学院 

 

98. Fitness-scaling adaptive genetic algorithm with local search for solving 

the Multiple Depot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基于变尺度适应度遗传算法的多点车辆路线规划） 

王水花  南京大学 

陆泽源  中国科学院 

魏  凌  上海交通大学 

吉根林、杨继全  南京师范大学 

 

99. 基于双边用户均部分多归属的物流平台双边市场定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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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春红、甘卫华、王茹红、李  姝、李  翔  华东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

物流学院 

 

100. 基于碳足迹的农产品绿色物流研究 

吴  晟、赵湘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1. 多尺度视角下中国欠发达地区物流经济的空间效应研究 

郝京京、戢晓峰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张  玲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102. 长江经济带区域物流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何  波、唐  宇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103. Genetic-Algorithm-Based Assignment Optimization of Goods 

Allocation for Picking in Some Automated Three-Dimensional Storage 

（基于遗传算法的某自动化立体仓库的拣选货位指派优化） 

马向国、苏辉辉、马小霞、姜  旭  北京物资学院 

 

104. 配送中心选址问题的 BFO-AFSA 算法研究 

费  腾、张立毅  天津商业大学 

 

105. 中国物流产业技术效率空间差异及成因分析 

王东方、董千里  长安大学 

 

106. 基于超效率CCR-DEA模型的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效率评价 

王珍珍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107. 基于 IIM&OWA 的军事供应链风险传递与控制 

江  雨、姜大立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后勤信息与军事物流工程系 

宋晓东  解放军 91421 部队 

姜玉宏、张  巍  后勤工程学院后勤信息与军事物流工程系 

 

108. 福州港口物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协整分析 

郑文儒、王鸿鹏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现代物流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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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天津港物流竞争力分析 

周亚娟  北京物资学院 

 

110. WEEE 拆解多主体利益协调模型及其动态演化研究 

吴  刚、陈兰芳、张仪彬、郑  斌  西南交通大学 

 

111. 基于服务供应链的初创企业供应链整合影响研究 

曾敏刚、林  倩、杨  欢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12. 城市物流性能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王  玫、兰洪杰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13. 基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物流金融创新模式及其风险分析 

姜方桃、王翯华、邹雯琦  金陵科技学院 

 

114. 黑龙江粮食供应链管理人才缺乏的问题和对策 

冷志杰、计春雷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15. 基于海冰密集度分析的北冰洋东北航道国际商贸航线通航性研究 

林勋亮  广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YoutaoLin  美国 ClarkUniversity 

 

116. 农产品供应链中质量安全投入的动态分析及政府调控研究 

高  阔  九江学院 

 

117.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产业转移趋势及物流业发展策略研究 

杨忠振、陈东旭  大连海事大学 

 

118. 3PL 家具物流金融风险评价 

庞  燕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夏扬坤  中南大学 

 

119. 黄河中游地区物流能力及效率分析 

岳云康、徐兴兵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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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网购供应链的低碳决策模型及其应用 

吴义生、白少布  南京工程学院 

刘文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志亮  南京工程学院 

 

121. 基于数量折扣的促销品供应链协调研究 

叶  勇  安徽农业大学物流工程系 

张成堂  安徽农业大学理学院 

 

122. 价值链嵌入视角下的制造业与物流业互动升级 

张  彤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123. 基于零售竞争的模糊闭环供应链供给侧定价策略研究 

冉文学、刘玉杰、刘会娟、张  哲  云南财经大学 

 

124. MSP 系统开发平台暨 LMIS.NET 物流系统研发在物流企业的应用 

张青松、刘定文、李  强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5. “后高铁时代”港铁联运一体化模式构建研究 

杨  清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126. 国经济水平与管道物流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向量误差修

正模型研究 

钱芝网、俞佳立  上海理工大学 

 

127. 物流集群的内涵与特征辨析 

海  峰、靳小平、贾兴洪  武汉大学 

 

128. 国公路货运标准化问题研究 

侯海云  鞍钢股份物流管理中心 

 

129. 于过程控制的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保鲜透明化管理 

郑全军、田文宝、宋金秋  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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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物流企业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瞿群臻、邢  欣  上海海事大学 

 

131. 生鲜食品冷链配送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伍景琼、韩春阳、贺  瑞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132. 创新“物流园区+”，开辟发展新空间 

李长宏  铁龙物流 

 

133. 基于信息化教学模式的高职物流实训室建设研究 

李方峻、曹爱萍、杨爱明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34. 3D 打印产业物流发展趋势与对策分析 

况  漠、林曙青  广州大学 

吴先强  深圳市正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35. 推进互联互通发展物流园区网络经济 

于志群  山东省物流与交通运输协会 

 

136. 宁夏物流行业成本偏高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陈志新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赵军龙  宁夏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137.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物流竞争力评价研究 

郝渊晓、韩喜梅、郝思洁、黄茜彤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优秀奖（143 篇） 

1. 物流园区辐射范围的界定方法研究——基于GIS通达性分析的改进势

能模型 

张仪彬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彭雯秀  西南财大天府学院 

陈彦如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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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 Extendsim 的战略投送基地效能评估研究 

彭富兵、李振克、张炜钟  军事交通学院 

 

3. 易腐类农产品物流网络可靠性研究 

冯国壁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泰山校区 

 

4. 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长江上游港口群货物吞吐量预测 

李  平  四川宜宾学院 

 

5. An Exponential Entropy-Based Hybrid Ant Colony Algorithm for Vehicle 

Routing Optimization 

（基于指数熵的混合蚁群算法求解物流配送车辆路径优化问题） 

亓呈明、李  平  北京联合大学 

 

6. 考虑应用 RFID 的供应链成本分摊契约研究 

张鑫磊  天津科技大学 

 

7. 考虑机会成本下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自适应防范模型的研究 

张宸瑞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8. 基于 Mobile WebGIS 的林业运输稽查系统的设计 

陈清耀、邱荣祖、林宇洪、蔡如意  福建农林大学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 

 

9. 基于物联网的城市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模型的构建 

冯  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0. 基于区域视角的我国铁路运输竞争力及效率评价 

王艳玲、于兆宇、张建东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1. 基于智能物流的供应链包装系统集成分析 

倪卫涛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2. 区域木材物流调配及监管系统的设计 

巫慧丽、钟寿能、李正红  福建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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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民营快递企业服务质量评估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以 SF 公司 WH

分公司为例 

刘鹏飞、孟  昊、杜  菲、蔡玉琴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14. 基于和声搜索算法的物流中心选址问题研究 

刘  杰、张新兰  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志杰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15. 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课程资源建设的实践研究 

陈  彧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16. 基于评估元模型理论的战储能力评价模型 

邓  群、王  丰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17. 基于博弈论的物流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控制对策 

冯海侠、胡桂华、刘西坤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 

 

18. Distribution Center Location Problem Solved by ALMM-AFSA 

Algorithm（配送中心选址问题的 ALMM-AFSA 算法研究） 

张立毅、周修飞、费  腾  天津商业大学 

 

19. 考虑快递柜自提的网络零售商决策研究 

刘  畅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安  实  哈尔滨工业大学 

谢秉磊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0. 基于 RFID、QRCode、NFC 建立肉食品供应链追溯系统 

林宇洪  福建农林大学 

 

21. 水产品供应链收入合同共享问题研究 

唐连生、陈吴双、刘铁莉  宁波工程学院 

 

2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第三方智能物流系统设计 

武  华、刘  洋  山东交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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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随机前沿的中国物流业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张建军  内蒙古农业大学 

 

24. 物流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协同定位关系——基于广东省 21 个城市的实

证分析 

李松庆、吴  童  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25. 基于网络评价的电商物流服务满意度分析 

邹  亮、尹  欣  深圳大学 

 

26. 基于情绪不确定语言变量优先集成算子的物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

价方法 

曹  国、沈利香  常州工学院 

 

27. 基于微分博弈的供应链质量协调研究 

洪江涛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8. 企业关系资本与供应链能力的相互作用研究：基于信息共享能力与

供应链柔性的视角 

冯  华、梁亮亮  武汉大学 

 

29. B2C 进口直邮模式下跨境电商企业选择物流服务商的关键因素研究 

杨镇竹、胡宜中  台湾中原大学 

 

30. 无水港——海港系统集装箱运输网络优化模型 

胡文缤、蒋柳鹏  河海大学 

 

31. 汽车零配件的标准化物流配送研究 

陈  晖  厦门华厦学院 

 

32. Research on cost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hannel choice in a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双渠道供应链的成本信息分享和渠道选择研究） 

刘慧慧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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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曙光  招商证券 

雷  明  北京大学 

G. Keong Leong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ominguez Hills 

Honghui Deng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USA 

 

33. Bullwhip effect and supply chain costs with low- and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on inventory shrinkage 

（库存不准确的信息质量对牛鞭效应和供应链成本的影响） 

代宏砚、晏妮娜  中央财经大学 

周伟华  浙江大学 

 

34. 京津冀路－港－航立体交通体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杜姗姗  北京物资学院 

 

35. 物流美学及其在城市快递中的应用 

张  浩、王明坤、由小庆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 

 

36. 冷链物流企业绿色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陈绍洵、姚立君  北京交通大学 

 

37. 基于圣农发展案例的肉鸡行业供应链模式研究 

霍  桢、杨晓春  天津大学 

 

38. 生产和运输协同调度问题的模型和算法 

刘  玲  云南财经大学 

李昆鹏、刘志学  华中科技大学 

 

39. 基于差异化产品的线上双渠道供应链定价及服务研究 

徐  杰  北京交通大学 

 

40. 多车型－单油品－多加油站下的成品油配送计划研究 

刘  倩、于  乐、刘银红  北京物资学院 

 

41.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供应链多级库存仿真模型构建及运行分析 

刘洪娟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 26 — 

范安德  解放军 71625 部队 

高寒冰、安建勇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42. 旅游物流企业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政策研究 

刘  宇  盐城师范学院 

 

43. 战略投送视角下军事交通运输网络抗毁性仿真研究 

陈博文、钟  敏  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基础部 

焦  红  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军事物流系 

 

44. 中国石化易捷便利店物流现状及对策研究 

蒲  忠  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罗征明  中石化销售重庆石油分公司零售中心 

 

45. 自然灾害食品应急物流供应能力评价 

黄修贤  北京交通大学 

 

46. 基于多目标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条件下物流配送模型构想 

王  俊  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训练部 

江  望  解放军 91003 部队物资采购处 

江  帆  解放军军事物流与采购系 

李  康  解放军 78322 部队业务处 

 

47. 基于引力模型的跨国运输走廊边疆外贸效应研究 

李杰梅、杨  扬、戢晓峰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48. 跨境电商物流企业综合服务体系及其实证研究 

李旭东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安立仁  西北大学 

 

49. 基于“互联网+”的现代化企业多功能物流平台建设研究 

刘  洋、武  华  山东交通学院 

 

50. 互联网视角下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发展与国内实践研究 

史金召、郭菊娥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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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于“地融仓”模式的农村物流金融主体间合作博弈模型 

杨  柳、夏  露  云南财经大学物流学院 

 

52. 基于“互联网”山东“名优特新”农产品的整合营销研究 

常丽娜  青岛黄海学院 

 

53. 跨企业知识共享、知识泄露与创新绩效：供应链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陈  伟  四川外国语大学 

 

54. 军事供应链复杂系统涌现的对偶路径及其演化机理 

蒋丽华  海军工程大学勤务学院 

 

55. 基于三方博弈的军事采购权力寻租行为分析 

尚  立、刘  俊  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 

 

56. 基于节约里程法的同城配送路线规划 

杨秋玲  四川旅游学院 

 

57.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风险评价研究 

卜苏华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卜全民  江苏警官学院 

 

58. Comprehension of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 urban logistics 

perspective（区域物流视角下的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特性研究） 

张  雪、戢晓峰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59. 基于云配送的农村电商物流 “缆车技术+”模式构建研究 

陈汉明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60. 基于蚁群算法的成品油库存路径问题研究 

吴志国、李珍萍  北京物资学院 

 

61. 广西物流环境可持续管理能力与经济耦合协调分析 

黄  毅  广西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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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物料搬运行业重点企业专利发展态势分析 

石  亮、刘晓琴  上海海事大学 

 

63. 我国区域物流水平收敛性空间实证分析 

王锐淇  重庆后勤工程学院军事物流教研室 

邵  皝  军委后勤保障部 

蒋  宁  解放军后勤学院 

汪春晖、陈  晓  军委后勤保障部 

 

64. A collision avoidance path planning method of AGV based on improved 

ant colony algorithm（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 AGV 避碰路径规划研究） 

袁瑞萍、李俊韬、吴  会  北京物资学院 

 

65. A Large and Heavy Cargo Transport System Designed for Small and 

Medium Ship Maintenance and Repair 

（面向中小修船领域的重大件物流系统设计） 

蒋  革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冯定忠  浙江工业大学 

朱伟杭  美国拉马尔大学 

 

66. 间接渠道需求不确定的双渠道闭环供应链决策模型 

高  洁  四川旅游学院 

洪宪培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进军  四川旅游学院 

 

67. 全渠道模式下服装企业销售物流优化研究 

王慧颖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68. Vehicle Routing Model and Algorithm Study for the Network of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with Dumping Trailers under Hard Time Window 

Constraint（硬时间窗约束下集装箱甩挂运输网络的车辆路径问题研究） 

杨义林、蒋柳鹏  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69. 大数据驱动的供应商管理 

刘  帅、王红春  北京建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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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基于 Apriori 算法的关联规则在器材仓库货位分配中的应用 

吕亚飞、董翔英、王凤忠、任  聪  军事交通学院军用车辆系 

 

71. 长江经济带物流网络优化 

张  威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72. 基于能力三阶段的物流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研究 

李人晴  上海建桥学院 

 

73. 智慧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构建策略探析——以武汉市农产品智慧冷链

物流信息服务平台为例 

王洪艳  武汉商学院 

 

74. 我国物流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

据分析 

关秋燕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75. 基于社群经济的“互联网+”生鲜农产品供应链 C2B 商业模式研究 

但  斌、郑开维、刘墨林、邵兵家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76. 供应链知识共享研究述评 

金桂根  云南财经大学 

 

77. 青岛 B 社区生鲜 O2O 的盈利模式探索 

张晓静  青岛市技师学院 

邱春龙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78. 我国乡镇超市的仓储管理模式研究——以 G 购物广场为例 

肖志雄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79. 基于故障树的物流行业危险品仓库火灾风险评估 

喻  锐、于江霞、张雪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0. 密码箱考虑紧急调用下密码箱的逆向物流网络优化研究 

翟晓冬、徐  杰  北京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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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互联网+”下服装供应链电商物流运作模式研究 

黄明田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储雪俭  上海大学 

 

82. Simulation and Modeling of Port-Industry-City System Based o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港城产业系统仿真与建模研究） 

吴晓婧、杨义林、蒋柳鹏、蒋  鹤  河海大学 

 

83. Game analysis of reverse logistic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manufacturers and informal organizations 

（制造商与非正规机构的逆向物流博弈研究） 

张园园  福建农林大学 

叶  翀  福州大学 

 

84. 基于生产能力储备的战备物资生产企业选择研究 

陈俐颖、王  丰、李绍斌、李耀庭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85. 基于复杂网络的敏捷供应链知识服务网络自组织研究 

张家鹏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86. 信息业对物流业发展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曾倩琳、殷闽华、陈  宾  福建江夏学院 

 

87. A Green Production Strategies for Carbon-Sensitive Products with A 

Carbon Cap Policy（考虑碳限额政策的碳敏感型产品绿色生产策略） 

马常松、何  华、刘祥超、张红梅、伍  艳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88. Relationship of Trade and China’s Logistics Capability under "the Belt 

and Road"（“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与我国物流能力相关性研究） 

刘明泽  北京交通大学 

 

89. 基于直觉模糊的农产品供应链风险评价研究 

张仕军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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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现代物流理念下我国铁路货运改革影响因素研究 

甘俊伟、李进军、杨秋玲、张乂丹、赵  攀  四川旅游学院 

 

91. 危化品物流企业安全领导力及安全行为创新研究 

沈  哲  宁波大红鹰学院 

 

92. “十二五”时期北京市流通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 

李  丽  北京工商大学 

潘建伟  北京物资学院 

 

93. 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发展模式探析——以 H 平台为例 

杨俊艾、张  焰  云南财经大学 

 

94. 新能源汽车供应链金融模式研究 

杨  光  上海财经大学、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谢家平  上海财经大学 

 

95. 互联网+边民互市：京越通 

刘淑芹、张秀萍、刘  锐、王思敏、王  振  中央民族大学 

 

96. 韩国推动物流企业“走出去”的措施及其启示 

刘钻扩  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97. 零售商公平关切下双渠道闭环供应链的协调 

唐  飞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许茂增  重庆交通大学 

 

98. 需求不确定和零售商公平关切下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 

韩  冰、李梦梦  天津大学 

 

99. 考虑柔性服务的电能计量装置仓储配送网络设计 

解  岩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刘茜茜、王国华、卞文良  北京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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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需求管理视角下天津电网计量装置需求分配研究 

陈  磊  天津电力科学院 

 

101. The Asymmetry Probabilistic Fuzzy Set for Forecasting Logistics 

Demand in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Hunan Province 

（基于非对称概率模糊集的湖南省生鲜农产品物流需求预测） 

李义华、王忠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02. 基于物联网的木材物流监管系统的设计 

胡连珍、陈洁莹、冯惠英  福建农林大学 

 

103. 基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研究 

王  伟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04. 基于信息熵和未确知测度理论的供应链风险系数定量测度模型研究 

周荣虎、陈剑侠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5. 高职物流专业校企合作模式的创新与实践——以福建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为例 

谢华兴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潘意志  广东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杨冬梅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06. 战场物资前送无人化探讨 

王  斌、罗蕾蕾  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军需系 

张浩楠  沈阳联保中心联勤第四十分部 

 

107. 基于 ELECTRE 和证据理论的农村物流供应商选择方法研究 

叶春森、汪传雷、梁  雯、马  嫚、苗  青  安徽大学 

 

108. 军用车辆器材供应链库存协同策略研究 

谢鑫鹏、张大鹏  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 

 

109. 两状态失效的供应链重构模型分析 

谭满益、唐志英、丁  丹、林  峰  成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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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基于“三个互通平台”的物流管理专业课程实践能力培养的改革研究 

魏洪茂  福州理工学院 

 

111. 职业院校开展现代学徒制的路径浅析——以江苏省开展现代学徒制

试点为例 

张广敬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12.“互联网+”农产品供应流程优化研究 

劳  健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113. 基于云计算的应急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研究 

鲁艳萍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114. 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空间相关及收敛性分析 

于江霞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海  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韩少华  西安通信学院综合训练系 

 

115. How much does VMI better than RMI in a global environment？ 

（全球环境下供应商管理库存 VMI 策略与零售商管理库存 RMI 策略优

势量化对比研究） 

余海燕  重庆交通大学 

 

116. “互联网+”背景下的物流业发展模式研究 

陈振江、龚  英  重庆工商大学 

 

117. 基于改进层次分析法的军事逆向物流阻碍因素评价研究 

程华亮、杨西龙、姜玉宏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陈九根  解放军 73808 部队 

 

118. 第四方冷链物流的存在与发展研究 

全喜龙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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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国外城市轨道物流的实践进展 

王丽萍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肖作鹏  香港大学地理系 

张  伟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120. 基于复合型 RFID 耳标的动物追踪系统的设计 

林  双、陈木泉  福建农林大学 

 

121. 物流管理专业的校企合作机制与实践研究 

孙琪恒、施宏远、郭  辰  营口理工学院 

 

122. “互联网+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筑现代农业物流体系 

袁科峰  宁德师范学院经济管理系 

郭  宇  宁德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123. Find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Logistics Industries in 

Taiwan Using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基于多属性决策模式之台湾制造业与物流业的互动研究） 

蒋  鹏、胡宜中、严奇峰  台湾中原大学 

K. Caleb Chan  Spring Arbor University 

 

124. 广西农产品冷链物流现状研究 

吴立鸿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125. 物流标准化与第三方物流协同发展 

谢  灿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林嘉颖、冯玉年  广东锐捷物流有限公司 

 

126. 智慧物流技术之文具行业运用研究 

黄世政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陈燕燕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127. 厦门港集装箱海铁联运发展研究 

李友林、王鸿鹏、孙小清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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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多式联运型物流园区内涵及类型分析 

杨  勇、姜彩良、刘  凌、王  娟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129. 军事物流士官专业开设和人才培养研究 

张启义  蚌埠汽车士官学校 

 

130. 成都经济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融合发展的研究 

周  路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经管系 

 

131.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考虑绿色技术投入的定价策略研究 

何  华、马常松、吴忠和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132. 中间商在商品销售机制中的作用机理——基于生产商、中间商、消

费者三方博弈模型分析 

王培培  山东管理学院 

 

133. 存在品牌差异的双渠道供应链合作广告协调模型? 

张旭梅、陈国鹏  重庆大学 

 

134.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我国天然气定价机制研究 

孙倩雯、孙家庆、靳志宏  大连海事大学 

 

135. 基于因子和聚类分析的区域农产品物流发展及评价研究——以临

沂市三区九县为例 

胡雪梅、范陈玉、李道胜  临沂大学 

 

136. 论物流“互联网+ ”战略的关键技术路径 

孙  韬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37. 关于陆港与陆港产业区级别划分的讨论 

席  平、张  颖  陕西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际陆港工作专业委员会 

 

138. 快递业：“十二五”发展与“十三五”展望 

刘建新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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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Supply-Demand Network of Steel Logistic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Steel Logistics Resources Integration 

（钢铁物流资源整合研究的新视角——钢铁物流供需网络） 

樊毓卿、鞠颂东、丁静之  北京交通大学 

 

140. 供应链布局综合比较与分析 

梁  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采购与供应链管理专业委员会 

 

141. 有关国外自有品牌产品的发展战略研究 

徐  涛  中村学园大学流通科学部 

 

142.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北京通州物流基地的发展对策研究 

王晓平、窦欣欣  北京物资学院 

 

143. 物流信息化人才需求分析与培养模式的探索——以物流信息技术

课程模块建设为例 

耿  钰、于  鑫、刘景云  北京联合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