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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科研与教学“三位⼀体”模式探索——以《运营管理》

课程为例 

（一）项目负责人简介： 

谷炜（1982-），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副院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决策科学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电子商务与网络空间管理专委

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数据驱动的企业运营决策、复杂系统决策理

论与方法、电子商务与商务智能与物流及供应链管理。2011 年 6 月获

得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14 年至 2016 年期

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 KATZ 商学院做博士后/访问学者，师从著名运

筹学家、美国工程院院士 Thomas L. Saaty（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

院教授，匹兹堡大学杰出教授，层次分析法 AHP 和网络分析法 ANP

创始人）。近五年来先后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5 项（其中主持 4 项；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NO.71702009；NO.72072010】，参

与 1 项【NO.71871017】）；软著 2 项（NO. 2019SR1000788；NO. 

2019SR0393476）；出版专著 1 部（ISBN：978-7-111-55808-8）；公开发

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10 余篇（ISSN：0219-6220；ISSN：0219-6220；ISSN：

1660-4601；ISSN：0301-4207；ISSN：1004-3756；ISSN：0957-4174；ISSN：

0959-6526；ISSN：0925-5273；ISSN：0944-1344；ISSN：0944-1344）。 

（二）主要成员简介： 

马风才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工程专业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访问学者，北京科

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程管理与技术经济系主任； 

王琛讲师，北京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德国汉堡大

学气候综合系统分析与预测（CliSAP）实验室联合培养博士，北京科

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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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的管理信息系统（交通运输与物流）

课程优化与升级 

（一）项目负责人简介： 

沈孟如（1986-），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交通大学交通

运输学院交通信息管理工程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大数据分会副秘书长、交通运输部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技术应

用行业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阿里巴巴活水计划学者理事会理事。

研究方向为，物流信息化、电子商务与大数据技术及应用。2013 年获

得北京邮电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13 年至 2015 年在

北京交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科研人员；

2016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做访问学者。近五年来先后承担省

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4 项（其中主持 3 项）；专利 2 项（NO.202010884297.8；

NO. 2020108884535.5 ）； 软 著 4 项 （ NO. 2020SR1566992 ； NO. 

2020SR1567067；NO. 2020SR1567034；NO. 2020SR1566991）；公开发表

代表性学术论文 4 篇（ISBN: 978-1-7281-9409-7；ISSN：1551-3203；

ISSN：1006-3897；ISSN：1006-3897）。 

（二）主要成员简介： 

王喜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专业博士/北

京科技大学运输系统工程博士后，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物流工

程系主任；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 4个分会专家组成员。 

杨凯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访问学者，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中青年骨

干教师。 

三、⽂⼯融合背景下《物流系统规划》教学内容重构与体系再造    

（一）项目负责人简介： 

李国旗（1984-），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交通大学交通

运输与物流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阿里研究院活水计划学者、中国

铁道学会物资管理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物流规划与优化。2010

年获得西南交通大学物流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14 年至 2019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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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做博士后；2017 年至 2018 年在

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做访问学者。近五年来先后承担

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6 项（其中主持 4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1 项【NO. 41501123】，参与 2 项【NO. 71603219；NO. 41701126】）；

专利 2 项（NO. 201910960190；NO. 201911329329.1）；公开发表代表

性学术论文 10 余篇（ISBN：1007-5097；ISBN：1007-6301；ISSN：

1000-8462；ISSN：1672-5328；ISSN：0375-5444；ISBN：1007-6301；

ISSN：1009-637X；ISSN：0308-518X；ISSN：0966-6923；ISSN：1751-

956X）。 

（二）主要成员简介： 

张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

博士，西南交通大学物流研究院院长、物流工程学科带头人；教育部

物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 

牟能冶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交通大学物流工程专业博士/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访问学者，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中青

年骨干教师；教育部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评审专家。 

刘思婧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交通大学、日本富山大学联合

培养企业经营专业博士/四川大学商学院博士后，西南交通大学交通

运输与物流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 

四、 MATLAB 与计算机仿真课程建设 

（一）项目负责人简介： 

高扬（1982-），男，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安大学汽车学院物

流工程系副主任。研究方向为，移动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2011 年

获得西北工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12 年至 2014 年在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做博士后；2017 年至 2018 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芝加哥分校做访问学者。近五年来先后主持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4 项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NO. 61503043】）；专利 3 项（NO. 

201310326206.9；NO. 201520966153.1；NO. 201520771890.6）；出版专著

1 部（ISBN：978-7-111-66601-1）；公开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5 篇（IS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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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6935；ISSN：1841-9836；ISSN：2169-3536；ISSN：2169-3536；ISSN：

1002-8331）。 

（二）主要成员简介： 

杨京帅教授，硕士生导师，长安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博

士/博士后，长安大学汽车学院物流工程系主任。 

魏文辉讲师，西北工业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博士/长安

大学汽车学院博士后，长安大学汽车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 

李嫚嫚讲师，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专业博士，长安大学汽

车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 

五、面向国家枢纽城市供应链管理⼤数据示范性课程《物流⼤数

据科学》建设 

（一）项目负责人简介： 

甘蜜（1984-），女，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交通大学智慧物

流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教育部物流教指委工作组成员、中国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家咨询会专家委员。研究方向为，智慧物

流与物流系统优化。2011 年获得西南交通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联

合培养物流工程/系统与工业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17 年至 2019 年在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中美物流研究院做博士后；2017 年至 2018

年在美国西北大学做访问学者。近五年来先后主持省级及以上科研项

目 10 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NO.2016G01093】）；专

利 6 项（NO.CN201610678265；NO.CN201620892573；NO.201910662056.6；

NO.201910777279.7；NO.202010127418.4）；公开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10

余篇（ISSN：0959-6526；ISSN：0920-8542；ISSN：0941-0643；ISSN：

0968-090X；ISSN：1024-123X；ISSN：1004-731X；ISSN：0197-6729；

ISSN：0944-1344；ISSN：0959-6526；ISSN：2210-6502）。 

（二）主要成员简介： 

谢军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济大学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专业博

士/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后，西南交通大学智慧

物流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院科研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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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川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专业博士/美

国纽约大学博士后，西南交通大学智慧物流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院科

研骨干。 

陈思讲师，硕士生导师，西南交通大学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联合

培养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博士，西南交通大学智慧物流大数据应

用技术研究院科研骨干。 

六、《物流系统仿真》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改⾰ 

（一）项目负责人简介： 

谢勇（1974-）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人工智能

与自动化学院系统工程与科学系副系主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物流系

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供应链管理、物流系统建模与

优化和制造物联网。2003 年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学

位；2003 年至 2005 年在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做博士后。近五年来

先后主持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4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

【NO. 717710963】）；软著 1 项（NO. 4328892）；出版专著及教材 2 部

（ISBN：9787030562654；ISBN：9787302560467）；公开发表代表性学

术论文 7 篇（ISSN：1006-7167；ISSN：1000-5781；ISSN：1000-5781；

ISSN：1002-3100；ISSN：2168-2216；ISSN：0018-9391；ISSN：1000-

6788）。 

（二）主要成员简介： 

陈曦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博士/美国

亚利桑那大学访问学者，华中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中青年

骨干教师。 

刘振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系统工程与科学系书记。 

曾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博士/日

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后，华中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中青年

骨干教师。 

七、基于翻转课堂的《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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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改⾰研究 

（一）项目负责人简介： 

余海燕（1985-），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交通大学智能

物流网络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研究方向，物流管理与物流信息

系统开发及应用。2013 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学位；2017 年至 2018 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做访问学者。

近五年来先后主持/主研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8 项（其中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NO. 71702016】；主研 3 项【NO. 71471020】；

【NO. 71471021】；【NO. 71471024】）；公开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6 篇

（ISSN：0925-5273；ISSN：1007-3221；ISSN：1006-5911；ISSN：1000-

6788；ISSN：1673-8918；ISSN：1382-6905）。 

（二）主要成员简介： 

葛显龙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四川大学博士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特利尔大学访问学者，重庆

交通大学智能物流网络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崔利刚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博士/香港城市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重庆交通大学智能物流网络重庆

市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邓萍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理工大学物流管理专业博士，重

庆交通大学智能物流网络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闫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

士，重庆交通大学智能物流网络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李顺勇讲师，重庆交通大学智能物流网络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助理

研究员。 

⼋、《运输数据挖掘及⼯程应用》示范课程建设 

（一）项目负责人简介： 

张永（1976-），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中集凯通数

字化多式联运技术与应用研发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物流与供应链

管理、运输大数据及数字化多式联运。2006 年获得长安大学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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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12 年在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做访问学者。近五

年来先后主持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5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NO. 71372198；No. 70902029】）；专利 1 项（NO.201510655076.2）；

软著 1 项（NO. 2017SR437005）；出版专著 1 部（ISBN：9787030516121）；

公开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1 篇（Journal of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2017 (2) :1-10）。 

（二）主要成员简介： 

窦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专业博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访问学者，东南大学交通学院中青年

骨干教师。 

周博见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交通学院交通运输工程专

业博士，东南大学交通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 

鲍香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交通学院专业学科带头人。 

九、数字化背景下供应链管理示范课程建设研究 

（一）项目负责人简介： 

王长琼（1967-）女，教授。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学院专业学科

带头人，首批国家一流课程《供应链管理》负责人，教育部全国高校

教师网络培训中心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供应链管理。1999 年获得

武汉理工大学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博士学位；2012 年至 2013 年在美

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做访问学者。近五年来先后承担省级及以上科研项

目 4 项（其中主持 3 项）；软著 3 项（NO. 0161ZC129；NO. 20161ZC106；

NO. 20161ZC138）；出版专著 4 部（ISBN：9787504729910；ISBN：

9787568027137；ISBN：9787302463054；ISBN：9787504773029）；公开

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6 篇（ISSN：2095-3852；ISSN：1005-152X；ISSN：

1002-8331；ISSN：2095-3852；ISSN：2095-3852；ISSN：1005-152X）。 

（二）主要成员简介： 

辜勇副教授，武汉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专业博士，武汉理工大

学物流工程学院物流管理系主任。 

陈建华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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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学院物流管理系副主任，首批国家一流课程

《供应链管理》团队核心成员。 

申文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首批国家一流课程《供应链管理》团队核心成员。 

黄花叶讲师，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首批国家一流课程《供应链管理》团队核心成员。 

⼗. 智慧物流背景下基于实践能⼒的《物流学概论》课程优化设计 

（一）项目负责人简介： 

赵亚萍（1989-），女，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深圳大学经济学

院特聘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供应链管理、复杂系统的建模与优化。

2018 年获得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近五年来先后承担省

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4 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NO. 

72001145】，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NO. 71971143】）；出版

专著 1 部（ISBN：9787830140304）；公开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10 余篇

（ISSN：0254-5330；ISSN：0377-2217；ISSN：1545-5955；ISSN：0020-

7543；ISSN：1545-5955；ISSN：1545-5955；ISSN：0018-9286；ISSN：

0305-0548；ISSN：0254-5330；ISSN：0160-5682）。 

（二）主要成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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