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作品类型 作品名称 作品单位

1 创新产品设计 一种经济型的快递分拣系统 西安邮电大学

2 创新产品设计 Light-House快递智能定位取件系统 重庆邮电大学

3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北斗导航的新能源大载重精准运输快递无人机 南昌航空大学

4 创新产品设计 多场景快递仓库人体姿态识别系统的实现 西安邮电大学

5 创新产品设计 “小安智云”长途司机安全管理系统 西安邮电大学

6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RFID技术的智能快递物流系统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7 创新产品设计 智慧易拆装共享快递盒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5G客户端快件配送实时变更系统 重庆邮电大学

9 创新产品设计 “可复活的袋子”环保压缩快递包装 北京邮电大学

10 创新产品设计 金枪鱼超低温智能运输方案 鲁东大学

11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VR的驿站快件图像引导系统 南京邮电大学

12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VR技术的快递分拣智能培训系统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3 工作流程优化 “快递+农业”深度融合的蜂产品农消对接供应链优化 福建农林大学

14 工作流程优化 烽火：基于WLAN的快递定位系统 重庆邮电大学

15 工作流程优化 城市末端快递共同配送系统设计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6 工作流程优化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联运模式设计与实现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7 工作流程优化 基于kmeans聚类算法的区域共同配送中心选址 北京印刷学院

18 工作流程优化 广州市增城区北部三镇——农村快递服务质量改进研究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19 工作流程优化 融翔服务驿站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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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创业计划实施 安通智能物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22 创业计划实施 速递递APP 重庆邮电大学

23 创业计划实施 轻行者-基于智慧物流的同城行李寄送服务提供商 北京邮电大学

24 创业计划实施 青岛市睿驰物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科技大学

25 创业计划实施 “龙华”绿色快递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26 创业计划实施 “居乐递”APP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27 创业计划实施 “绿智通”闲置物品O2O回收＋配送创业计划书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28 创业计划实施 彩虹e站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29 创业计划实施 E+校园快递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30 创业计划实施 后备箱大件物流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31 创新产品设计 生鲜快递模拟仿真平台 淄博职业学院

32 创新产品设计 CST快递车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33 创新产品设计 快递禁寄物品识别小游戏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34 创新产品设计 柜壹—智能寄取绿色回收多功能柜 烟台南山学院

35 创新产品设计 搭载RFID温度标签的冷链多功能周转箱 山东交通学院

36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大数据的快递驿站布局智能优化产品研发 西安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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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创新产品设计 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科技大学

38 创新产品设计 “货盟”车货匹配平台 南京邮电大学

39 创新产品设计 急先锋冷链寄递箱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40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远程操控的非接触式光电测量物流系统优化 西安邮电大学

41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TRIZ理论的物流专用笔套发明设计 淮阴工学院

42 创新产品设计 ER-盒协未来 山东管理学院

43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人脸绑定的快递面单识别装置 南京邮电大学

44 创新产品设计 派送车厢智能控制系统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45 创新产品设计 “掰e掰”快递盒 重庆邮电大学

46 创新产品设计 “互联网+”绿色快递智能回收环保箱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47 创新产品设计 城市口袋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48 创新产品设计 IPai智能派件助手 南京邮电大学

49 创新产品设计 校园智能无人配送小车 南京邮电大学

50 创新产品设计 基于绿色概念的投递车设计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1 创新产品设计 “一云”伸缩快递柜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52 创新产品设计 智能语言客服管理系统 南京邮电大学

53 创新产品设计 智慧厢加 盐城师范学院

54 创新产品设计 “菜篮子”APP同城生鲜配送一键购 西南科技大学

55 创新产品设计 循环包装的结构设计及调度 北京印刷学院

56 创新产品设计 安全到家智能快递柜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7 工作流程优化 [慧有]——为高校订制的智慧食堂 江苏大学

58 工作流程优化 “互联网+”助力农村最后一公里，带动农村走出去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59 工作流程优化 精准扶贫下的鲜安达系统 烟台南山学院

60 工作流程优化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快递网点运营优化策略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61 工作流程优化 基于物联网技术榆中县高原夏菜配送模式优化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62 工作流程优化 农通物流快递中心 江苏大学

63 工作流程优化 Freezing Point 北京邮电大学

64 工作流程优化 逆向物流模式下快递包装回收流程设计 盐城师范学院

65 工作流程优化 鲜生配生鲜产品宅配解决方案设计 山东交通学院

66 工作流程优化 邮件处理封发作业流程优化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67 工作流程优化 “最后一公里”优化方案—关于地铁同城配送的探索 山东交通学院

68 工作流程优化 基于K-means算法的包装模数选定及优化 北京印刷学院

69 工作流程优化 大数据驱动的快递企业仓储流程优化方案 广州商学院

70 工作流程优化 同城物流流程优化设计之地铁物流--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江苏大学

71 工作流程优化 重庆市石柱县三河镇快递服务网点现状及改进策略研究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72 工作流程优化 基于乡镇共同配送的快递企业利益分配研究 北京印刷学院

73 工作流程优化 推进邮政企业信息化系统建设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74 工作流程优化 完善快递企业投递网络及服务质量提升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75 工作流程优化 校园快递“智取宝” 烟台南山学院

76 创业计划实施 青城之旅——互联网+环保新模式下的资源分类回收与运输 山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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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创业计划实施 “你的易达”地铁物流 山东管理学院

78 创业计划实施 “互联网+快递”电商物流发展精准扶贫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79 创业计划实施 E+鲜运冷链物流 山东科技大学

80 创业计划实施 农乐递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81 创业计划实施 乡亲快递超市 重庆邮电大学

82 创业计划实施 e乡邮——乡村振兴下的城乡综合物流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83 创业计划实施 递到佳——打造互联网+便利店+快递便民服务一站式满足新模式 西安邮电大学

84 创业计划实施 智联优化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85 创业计划实施 “E农”梨不开你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86 创业计划实施 零运通——零担物流交易平台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87 创业计划实施 生鲜云柜 山东科技大学

88 创业计划实施 基于物联网平台的共享高铁快递服务设计 烟台南山学院

89 创业计划实施 EMS快递合作模式打通电商扶贫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90 创业计划实施 csa订单式供销合作平台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91 创业计划实施 “驿·途管家” 山东管理学院

92 创业计划实施 易游——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旅游服务人 山东管理学院

93 创业计划实施 快递公司新型末端配送——共配驿站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94 创业计划实施 电动自行车集成式充换电站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95 创业计划实施 “0仓库”绿色回收有限公司创业计划书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96 创业计划实施 智能语音机器人训练大师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97 创业计划实施 递递通 快递信息服务平台 盐城师范学院

98 创业计划实施 智能化标准快递盒商业设计 江苏大学

99 创业计划实施 快乐享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00 创业计划实施 旅商助农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