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届  物流管理  专业毕业设计选题计划表 

 

一、指导老师选题（如选题不分专业方向的可删除方向列） 

序号 题目 指导老师 

1 三一泵送十八号厂房北立库仓储优化方案 郑燚 

2 京东快递道县营业部配送业务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3 如凌超市物流配送路径优化设计 杨冬根 

4 三一泵送物流配送智能化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刘宇 

5 长沙苏宁物流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何田田 

6 京东自营物流仓储成本控制方案设计 杨冬根 

7 江苏三一索特传动设备有限公司仓库优化方案设计 李昕 

8 成都德邦物流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杨冬根 

9 百世集团天猫云仓仓储管理方案设计 杨冬根 

10 京东衡山县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刘宇 

11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刘宇 

12 长沙苏宁物流有限公司订单拣选方案设计 杨冬根 

13 绍兴三花新能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李昕 

14 湖南瑞谦工程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吴露 

15 宇鑫物流配送方案设计 杨冬根 

16 湖南宇鑫有限公司分拣中心物流方案设计 李昕 

17 顺丰能力资源整合的方案设计 刘宇 

18 鑫笙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19 中山万和生活器部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露 

20 德邦物流有限公司运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露 

21 波鹏公司物流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何田田 

22 湖南宇鑫物流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李昕 

23 索特传动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24 宝华物流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刘宇 

25 宇鑫物流连锁企业的物流配送优化设计 何田田 

26 株洲市福岭木业公司供应物流方案优化设计 何田田 

27 长沙盛鑫公司物流基地仓库管理优化设计 吴露 

28 凯依克物流公司物流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29 索特传动设备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刘宇 

30 苏州市顺丰物流有限公司成本管理方案设计 郑燚 

31 长沙望城万纬京东仓储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刘宇 

32 湖南宇鑫物流有限公司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吴露 

33 精瑞达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刘宇 

34 卜蜂莲花星沙店仓储作业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杨冬根 

35 雅玛西科技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李昕 

36 馨鹏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何田田 

37 心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吴露 



38 长沙景鸿物流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郑燚 

39 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物流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郑燚 

40 南京中兴通讯公司物料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41 国峰物流公司星沙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郑燚 

42 湖南曙光物流公司运营管理优化设计 李昕 

43 三一泵送事业部配送自动化优化方案设计 刘宇 

44 湖南国联物流公司运输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何田田 

45 嘉易达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刘宇 

46 鹏达物流公司仓储布局优化设计 杨冬根 

47 湖南三一中阳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吴露 

48 梅州市京东物流配送的优化方案设计 何田田 

49 三一中兴有限公司自动化仓库管理方案设计 盛家兴 

50 湖南京东物流运营质量改善方案设计 李昕 

51 
  港华燃气公司采购与库存管理方案设计——以南京

分公司为例 
郑燚 

52 中兴通讯物流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吴露 

53 三运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刘宇 

54 潇湘晨报逆向物流运行模式改进设计 刘宇 

55 山西湘阳机械有限公司成本优化方案 吴露 

56 嘉兴市百世快递客户关系管理方案设计 吴露 

57 长沙京东公司物流配送优化方案  郑燚 

58 百世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李昕 

59 长沙恒泰物流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吴露 

60 三一配件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61 美达物流分拣系统分析与优化设计 杨冬根 

62 宇邦公司仓储与配送管理优化设计 吴露 

63 壹米滴答物流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刘宇 

64 三一重机物流配送的优化方案设计 刘宇 

65 
中小企业物流管理现状与改进措施分析--以湖南宇鑫

物流为例 
杨冬根 

66 京东商城绿色物流模式优化方案设计 李昕 

67 
京东物流出库管理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以长沙园区 FDC 仓 A1 库为例 
郑燚 

68 南京海众有限公司仓储方案设计 盛家兴 

69 牧泰莱公司仓库管理优化设计 刘宇 

70 南京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物流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刘宇 

71 百世物流长沙天猫仓货物拣选方案优化设计 杨冬根 

72 川孙采购集团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刘宇 

73 宇鑫长沙分拨中心装卸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74 西安百世快递物流运输优化方案 吴露 

75 长沙市百世快递有限公司仓储转运中心方案设计 李昕 

76 湖南宇鑫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 郑燚 

77 浙江百世物流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刘宇 



78 无锡百世仓库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何田田 

79 南京中兴通讯有限公司仓储改良方案设计 刘宇 

80 三一索特传动有限公司库存管理方案设计 吴露 

81 中储南京物流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吴露 

82 精艺竹木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昕 

83 德邦物流有限公司物流管理改进方案设计 李昕 

84 三一物流昆山小挖仓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85 娄底中兴液压件有限公司库存管理方案设计 何田田 

86 双峰农友机械集团运输成本控制设计方案 李昕 

87 深圳市华尚家具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露 

88 湖南京东物流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何田田 

89 中联重科企业物流优化方案设计 郑燚 

90 长沙产业园三一文化仓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91 江苏索特传动设备有限公司仓储管理制度的优化设计 李昕 

92 长沙中通快递分拨中心装卸搬运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93 青岛啤酒公司物流外包方案设计 郑燚 

94 基于 A 生产企业的智慧物流设计及实施研究 何田田 

95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8号厂房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何田田 

96 南京联辉物流有限公司物流仓储优化方案 何田田 

97 百世物流供应链仓储管理的方案设计 李昕 

98 高领机械公司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杨冬根 

99 花黎公司红木家具仓储方案设计 盛家兴 

100 美使公司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杨冬根 

101 极速物流成本控制方案设计 杨冬根 

102 力工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MRP 编制方案 何田田 

                                       

二、学生创新创业选题 

学生可自行提出选题，但须提交开题报告、接受指导教师咨询，经教研室主任和所

在学院院长批准后实施。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技术创新，学生的创新课题可直接作为毕业

设计选题。 

序号 题目 指导老师 

1 超峰国际仓储管理方案设计 杨冬根 

2 天利公司仓储管理方案设计 杨冬根 

3 雅宋红木有限公司仓储运输成本控制方案设计 盛家兴 

4 长沙东港物流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杨冬根 

5 长沙德邦物流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吴露 

6 湖南京东物流配送点优化设计方案 郑燚 

7 三一环保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李昕 

8 苏宁云商物流配送方案设计 吴露 

9 苏宁易购物流配送的优化方案设计 何田田 



10 盒马鲜生配送质量优化方案 郑燚 

11 盒马鲜生王府井店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何田田 

12 苏宁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杨冬根 

13 观音阁风电场运输设备成本控制方案设计 刘宇 

14 达飞物流货损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杨冬根 

15 湛江市包装材料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何田田 

16 长沙县韵达快运公司搬运装卸优化方案设计 李昕 

17 中国邮政星沙分公司仓储管理的优化设计 吴露 

18 苏宁易购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19 长沙市百世物流有限公司运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昕 

20 广东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郑燚 

21 河西王府井盒马鲜生分拣任务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22 永辉超市生德思勤店生鲜物流方案设计 郑燚 

23 广州巨和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仓储方案设计 李昕 

24 盒马鲜生王府井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25 湖南华强电气有限公司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盛家兴 

26 盒马鲜生末端配送优化方案 杨冬根 

27 三一中益机械有限公司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何田田 

28 苏宁物流有限公司麓山云店供应链优化方案设计  何田田 

29 三晋旺龙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何田田 

30 华新制衣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郑燚 

31 京东仓储物流运输方案改进设计 刘宇 

32 长沙苏宁物流仓储优化设计方案  郑燚 

33 苏州市昊盛物流公司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杨冬根 

34 湖南辉邦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刘宇 

35 美高公司库存管理方案设计 杨冬根 

36 苏宁物流有限公司仓库管理方案设计 杨冬根 

37 上海华重宝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设计 盛家兴 

38 长沙鸿景科技仓储管理方案设计 杨冬根 

39 三一重卡线边仓储优化设计 吴露 

40 盒马鲜生仓储方案设计 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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