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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品单位 

1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物联网的全自动智能快递柜系

统设计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2 创新产品设计 箱式货车智能监控系统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3 创新产品设计 绿优递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4 创新产品设计 RFID绿色共享快递袋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 创新产品设计 太阳能智能快递柜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6 创新产品设计 
“滴答递达”快递末端配送互助平

台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7 创新产品设计 啦啦移动驿站 重庆邮电大学 

8 创新产品设计 绿色可回收快递柜 淮南联合大学 

9 创新产品设计 恰恰满快递车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10 创新产品设计 慧递物联系统 南京邮电大学 

11 创新产品设计 区县物流网点包裹自动化分拣系统 西安邮电大学 

12 创新产品设计 免胶带快递包装箱设计与制作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3 创新产品设计 “小区安利达 A+”服务平台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4 工作流程优化 
基于“互联网＋”的可循环利用快

递盒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5 工作流程优化 
基于“互联网+”的农村快递配送

模式研究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6 工作流程优化 车件同行 北京邮电大学 

17 工作流程优化 
智能收寄封发流水线作业优化与强

化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18 工作流程优化 
电商客户获取开发维护闭环营销探

索与实践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9 工作流程优化 无人快递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20 工作流程优化 “互联网+放管服”便民寄递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21 工作流程优化 “智汇达”APP 车辆云管理系统 烟台南山学院 

22 创业计划实施 新零售末端一体化服务商（NTIS） 重庆邮电大学 



23 创业计划实施 DUKEER环保纸箱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24 创业计划实施 友家 临沂大学 

25 创业计划实施 “果乐多”服务平台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26 创业计划实施 Starflower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27 创业计划实施 畅享整合快递服务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28 创业计划实施 云游柜 山东管理学院 

29 创业计划实施 
超联递——面向农村的综合快递体

系 
杭州百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0 创业计划实施 校园小邮局 淄博职业学院 

31 创新产品设计 可组合快递运送车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32 创新产品设计 “e循环”快递柜 重庆邮电大学 

33 创新产品设计 
全程响应客户指令的快递智慧送达

系统 
重庆邮电大学 

34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 ANFIS 的快件量预测系统 南京邮电大学 

35 创新产品设计 无人快件超市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6 创新产品设计 太阳能智能冷链运输车 山东科技大学 

37 创新产品设计 
一种寄递地址编码的设计与应用模

式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 

38 创新产品设计 农物语有限公司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39 创新产品设计 时空宝 Dech APP设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0 创新产品设计 
“乐益 APP”-解决出行不便者

“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41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智控成熟度的花果气调快递车 鲁东大学 

42 创新产品设计 新型 RFID货物检验纠错装置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43 创新产品设计 航空快递追踪系统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44 创新产品设计 黄金圆蛛新能源物流车 烟台南山学院 

45 创新产品设计 智慧快递设备管理系统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46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互联网+”的商务楼管理系

统构建与实践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47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 PSTN的顾客号码隐私保护设

计 
重庆邮电大学 

48 创新产品设计 森林外卖配送计划 山东管理学院 

49 创新产品设计 哪嘟嗵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0 创新产品设计 同城隔离温控配送箱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51 创新产品设计 便利店自助快递 盐城师范学院 

52 创新产品设计 “V先生”生鲜智能售货机 山东科技大学 

53 创新产品设计 智能派件助手 南京邮电大学 

54 创新产品设计 冷链宝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5 创新产品设计 现代重载飞艇物流研究 大连财经学院 

56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共同配送的城市物流 APP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57 创新产品设计 智慧快递 E智通方案设计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58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潮汕职业技术学院微信小程序

快递绿柜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59 创新产品设计 “AGAIN”组合式快递包装箱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60 创新产品设计 
新型智能无人收派车推动快递末端

网点变革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61 工作流程优化 淮工学子队 淮阴工学院 

62 工作流程优化 
基于“互联网+”模式下服装退货

逆向物流流程优化设计方案 
安徽工程大学 

63 工作流程优化 海产品和生鲜荔枝寄递研究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64 工作流程优化 打造快递企业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65 工作流程优化 
村镇农产品快递网络构建及平台建

设 
安徽工程大学 

66 工作流程优化 
物流末端收派流程优化—— 分级

收派 
重庆邮电大学 

67 工作流程优化 
“互联网+快递”构建完善的绿色

包装回收体系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68 工作流程优化 
基于智慧校园的菜鸟驿站业务流程

优化 
商丘学院 

69 工作流程优化 SA物流公司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70 工作流程优化 果果集成点与飞鸟送达 山东科技大学 

71 工作流程优化 校园快递包装袋共享平台 江苏大学 

72 工作流程优化 
高举普惠大旗，浇灌三农之树—互

联网+快递精准扶贫业务方案设计 
西安邮电大学 

73 工作流程优化 
基于众包模式的快递末端协同配送

作业流程优化 
北京邮电大学 

74 工作流程优化 闪电家族共享快递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75 工作流程优化 基于众包模式下高铁快递平台设计 盐城师范学院 

76 工作流程优化 GO购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77 工作流程优化 发挥品牌优势建设企业家商会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78 工作流程优化 以大连为试点区的“物流共享云” 大连财经学院 

79 工作流程优化 
智慧网管——快递企业安全检查标

准化流程设计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80 创业计划实施 
南邮物流快递中用户隐私保护方法

的研究 

南京邮电大学淮安互联网技

术研发与应用中心 

81 创业计划实施 
“帮您拿”（BangNina）互联网+

第四方快递服务平台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82 创业计划实施 E+鲜运物流创业计划 山东科技大学 

83 创业计划实施 基于北斗导航的运输无人机 南昌航空大学 

84 创业计划实施 
“心心递”花汇 O2O配送服务创业

计划书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85 创业计划实施 冷仓配送--区域冷链共同体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86 创业计划实施 基于快递服务的社区 CBD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87 创业计划实施 UN大学生便捷服务平台 山东管理学院 

88 创业计划实施 
“‘机’动我心，‘旧’是这么贴

‘新’” 校园手机逆向快递服务 
长江职业学院 

89 创业计划实施 校园快递共享 德州学院 

90 创业计划实施 优乡递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91 创业计划实施 荟农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92 创业计划实施 
“电商+冷链”港口渔村冷链物流

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93 创业计划实施 Say 早安绿色新颖早餐派送 德州学院 

94 创业计划实施 “小蜜蜂邮选”平台设计方案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95 创业计划实施 信鸟物联有限公司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96 创业计划实施 循环宝  e循环 烟台南山学院 

97 创业计划实施 “新阳光”农村新型超市 山东管理学院 

98 创业计划实施 
快递包装物回收与再利用 方案设

计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99 创业计划实施 捎代 APP快件末端解决方案 山东职业学院 

100 创业计划实施 PAID系统 山东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