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学院 学院2020年毕业设计选题汇总表

统计人：伍瑛 统计时间：2020年8月10日

指导老师姓名 学生学号 学生姓名 学生班级 选题名称
杨彪 201705097120 马奥权 汽车1701 丰田普拉多六一儿童节营销策划方案设计
杨彪 201705097112 黄炜宁 汽车1701 本田思域国庆活动营销策划方案设计
孙彭城 201705097121 余智辉 汽车1701 长沙和信丰田4S店冬季体验日活动方案设计
龙英 201705097115 欧智智 汽车1701 一汽大众宝来团购活动方案设计
龙英 201705097117 王琪 汽车1701 长沙中升之宝4S店宝马3系自驾游活动方案设计
陈柱峰 201705097109 蒋志强 汽车1701 长沙瑞气宝马4s店周年庆活动方案设计
钟双红 201705097107 陈瑞 汽车1701 高尔夫嘉旅欢乐初夏嘉旅随行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钟双红 201705097104 刘容 汽车1701 雷克萨斯LS试乘试驾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孙彭城 201705097108 彭智超 汽车1701 长沙力天福特4s店元旦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陈柱峰 201705097105 刘轩 汽车1701 吉利EV300高压无法上电故障诊断方案设计
杨彪 201705097116 文望华 汽车1701 星沙一汽大众4s店国庆节售后活动方案设计
陈柱峰 201705097102 田丽君 汽车1701 湖南永通一汽大众4s店周年庆活动方案设计
陈柱峰 201705097103 唐光泽 汽车1701 湖南申湘雪佛兰激情夏日活动方案设计
龙英 201705097119 杨鑫蔚 汽车1701 湖南仁孚4S店奔驰A级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陈柱峰 201605097109 文超 汽车1601 唯我斯柯达4S店十周年庆营销方案设计
钟双红 201550601017 赵涛 汽车1501 御洗坊汽车美容店“焕然一新迎新年”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廖罗尔 201550201022 张帅 物工1702 长沙极速冷链公司出入库优化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22 彭俊辉 物工1702 基于SLP对湘潭电机分车间布局设计
陈进军 201705095216 向朝阳 物工1702 长沙顺丰物流仓库平面布局规划
陈进军 201705095209 周洲浩 物工1702 ZH公司的配送中心的选址及路线优化
花开太 201705095226 谢涵 物工1702 育碧电器总仓库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21 阳胜 物工1702 中策集团建湖南配送中心选址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20 付文杰 物工1702 圆通快递长沙县网点运输路径规划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23 谢权 物工1702 优速快递公司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19 卢岳峰 物工1702 长沙比亚迪整车配送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24 张源 物工1702 常德地区农产品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杨新凤 201705095203 戴鑫 物工1702 东鹏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扩建项目工期设计
陈进军 201705095210 白勇 物工1702 常德顺丰物流配送中心配送路径优化



杨新凤 201705095202 文璨 物工1702 汽车库及引道项目工期设计及优化
花开太 201705095217 周丽贤 物工1702 大广发物流公司新仓库规划设计
陈进军 201705095208 贺志强 物工1702 长沙永辉连锁超市配送路劲优化
陈进军 201705095215 李梦瑶 物工1702 湘繁物流长沙地区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18 成丹丹 物工1702 长沙全友家居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陈进军 201705095214 张有通 物工1702 乐白氏长沙分公司配送节点选址
舒晖 201705095110 孙文提 物工1701 某日化品配送中心布局设计
杨新凤 201705095132 邬子杭 物工1701 梨江分拨仓库项目工期设计优化
史鸽飞 201705095121 苏雪 物工1701 顺丰速运湘北东方红重货场地布局及流程优化设计
舒晖 201705095106 喻星宇 物工1701 Y日化品公司配货作业仿真与优化
史鸽飞 201705095120 刘星材 物工1701 家家乐超市仓库装卸搬运方案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27 王祖荣 物工1701 金山华联超市入库方案设计
舒晖 201705095112 孙志豪 物工1701 某物流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建模仿真与优化
舒晖 201705095107 邹锂 物工1701 基于Flexsim的某变压器零件生产系统仿真与优化
舒晖 201705095102 张澳 物工1701 湘阴至长沙大闸蟹运输方案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25 杜洋 物工1701 某手机企业仓库布局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26 邱杨 物工1701 湖南步步红超市仓储入库管理优化设计
廖罗尔 201705095111 梅人方 物工1701 安吉物流配送中心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18 盛娟 物工1701 A物流公司的物流网络优化设计
杨新凤 201705095129 贺银涛 物工1701 湖南乐马士周转仓库使用优化设计
舒晖 201705095103 黄春 物工1701 某水果公司配送路径优化
舒晖 201705095115 黄江 物工1701 长沙某公司药品配送路线优化
史鸽飞 201705095119 唐咸顺 物工1701 长沙旺德府顺丰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杨新凤 201705095128 黄安 物工1701 德邦公司配送中心工序优化设计
舒晖 201705095104 桂俊 物工1701 某日化品仓库分拣系统建模及仿真分析
史鸽飞 201705095124 王智勇 物工1701 W物流公司新物流中心的选址和规划设计
杨新凤 201705095130 张宏宇 物工1701 上海梅山运输有限公司铁矿石调运方案设计
杨新凤 201705095131 劳泉森 物工1701 正佳物流公司钢护筒运输方案设计
杨新凤 201150301024 贺飞 物工1402 长沙科陆五金贸易公司生产车间库存优化设计
杨新凤 201605095103 熊佳 物工1601 长沙星铭速递有限公司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舒晖 201605095122 郭钞 物工1601 某混凝土公司仓库选址设计
廖罗尔 201550701001 魏青 工程物流1701 京东智能物流仓库规划与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9126 毛逢缘 工程物流1701 卓为物流有限公司新建仓库布局规划设计
夏江雪 201705099137 缪帆 工程物流1701 顺丰仓库优化方案设计
廖罗尔 201701110112 刘超 工程物流1701 榔梨建工A项目工期设计及优化
魏波 201705099108 龚铂荣 工程物流1701 浏阳通城佳惠超市仓储方案设计
舒晖 201705099121 彭文广 工程物流1701 某连锁生鲜优选超市配送中心选址设计
魏波 201705099115 陈建新 工程物流1701 长沙市小米之家物流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夏江雪 201705099101 王瑶 工程物流1701 三湖镇茶树运输配送方案设计
魏波 201705099111 刘家伟 工程物流1701 木雕运输项目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9122 汤炜 工程物流1701 中山福溢家具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
魏波 201705099104 段文捷 工程物流1701 湖南运丰物流有限公司出入库优化设计
魏波 201705099113 徐刚 工程物流1701 广西南宁桂岭农产品有限公司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魏波 201705099107 陈珂 工程物流1701 胶辊硫化罐运输方案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9125 龚乐成 工程物流1701 洗涤塔物流运输方案设计
杨新凤 201705099119 王芳 工程物流1701 长沙市舞蹈培训班项目可行性分析
丑振江 201705099134 王彩云 工程物流1701 山东临沂农产品运输方设计案
廖罗尔 201701110117 卿前锋 工程物流1701 “牛扒驾到”西餐厅在供应链下的采购模式优化
陈进军 201705099117 戴舒峰 工程物流1701 苏宁电器仓库规划布局设计
魏波 201705099106 张伟 工程物流1701 湖南湘西猕猴桃种植基地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魏波 201705099112 陈伊 工程物流1701 烨妮服装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舒晖 201705099120 肖汉凡 工程物流1701 中宁物流园区布局规划设计
丑振江 201705099130 张梦龙 工程物流1701 四川某医药公司配送中心选址及路径规划
廖罗尔 201705099103 曹洁 工程物流1701 长沙市百果园水果配送中心布局规划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9123 罗贝佳 工程物流1701 长沙海尔电器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廖罗尔 201705099102 罗凌霄 工程物流1701 百事通物流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丑振江 201705099133 吴叶菊 工程物流1701 邵阳市安能物流有限公司出入库程流优化
史鸽飞 201705099124 陈志星 工程物流1701 德邦中置轴货车引入及路径优化设计
丑振江 201705099128 黎苹 工程物流1701 波司登服装企业物流配送路径优化方案设计
陈进军 201705099116 袁远鹏 工程物流1701 卷钢集装箱装载运输方案设计
廖罗尔 201702103240 罗俊 工程物流1701 郴州名汇城商场入库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丑振江 201705099127 贺雯宇 工程物流1701 衡阳鸿盛物流配送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魏波 201705099109 刘雨琦 工程物流1701 沧州市万威有限公司仓库建设项目施工优化设计
夏江雪 201705099136 麻丹 工程物流1701 兴盛优选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丑振江 201705099131 张杰 工程物流1701 株洲天成物流有限公司配送方案设计
魏波 201705099110 向枫 工程物流1701 长沙韵达快递分拨中心布局优化设计
魏波 201705099114 彭涛 工程物流1701 湖南涛涛食品物流仓储管理设计
范毅强 201705098116 何星博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公交设计
沈治国 201705098108 王景松 电子(机器人)1701电梯控制系统设计
范毅强 201705098115 肖楚格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物联网的汽车防撞系统
徐淑英 201705098125 彭文亮 电子(机器人)1701机器人喷涂系统
卢灿 201705098121 杨柯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单片机的测温系统设计
范毅强 201705098114 杨珂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单片机的智能温控系统
卢灿 201705098120 肖志豪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单片机电动自行车转速里程表的设计
卢灿 201705098119 肖芝颖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51单片机的16×16LED点阵显示屏设计
徐淑英 201705098129 唐鸿杰 电子(机器人)1701水塔水位PLC控制系统设计
卢灿 201705098122 肖佳佳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粮仓控制系统
徐淑英 201705098124 卿前进 电子(机器人)1701机器人焊接系统设计与仿真
徐淑英 201705098130 周文生 电子(机器人)1701机器人焊接控制系统设计
范毅强 201705098111 周澳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物联网的农田坏境监测系统设计
卢灿 201705098117 易博宇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单片机的步进电机的控制设计
范毅强 201705098113 张威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冰箱系统设计
沈治国 201705098101 晏佳珍 电子(机器人)1701一种智能垃圾桶的设计
徐淑英 201705098127 陈湘阳 电子(机器人)1701机器人搬运控制系统设计
范毅强 201705098110 彭赢龙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物联网的汽车远程监控系统的设计
范毅强 201705098112 胡堤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水壶控制系统设计
沈治国 201705098109 胡帅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PLC的物料分拣控制系统设计
徐淑英 201705098126 颜璨学源 电子(机器人)1701ABB机器人码垛控制系统设计
卢灿 201705098118 张山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系统设计
徐淑英 201705098128 朱文强 电子(机器人)1701PLC喷泉控制系统
卢灿 201705098123 杜博文 电子(机器人)1701家用可燃气体检测系统
沈治国 201705098106 朱沛仙 电子(机器人)1701一种智能风扇的设计
徐淑英 201705098131 刘忠全 电子(机器人)1701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设计
沈治国 201705098107 徐月利 电子(机器人)1701大棚自动检测系统设计
夏江雪 201705095213 肖国仁 冷链1701 金华市综合性冷藏库制冷系统设计
廖罗尔 201705095105 李茜 冷链1701 吉恩冷链物流的配送模式优化设计



夏江雪 201705095117 温高科 冷链1701 徐记海鲜水产品配送线路优化
夏江雪 201701108218 蒋海凤 冷链1701 嘉禾生鲜冷链物流仓库平面布局设计
夏江雪 201701110132 唐磊 冷链1701 红润超市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优化设计
夏江雪 201705095109 范超 冷链1701 湖南臻和亦康公司优化库存设计方案
夏江雪 201705095116 向胤 冷链1701 兴隆冷链公司配送方案优化
夏江雪 201701108827 王明 冷链1701 明德医药有限公司冷库验证方案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