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千里，教授， 1978 年陕西工商学院学习管理工程专业，毕业工学学位，毕业后在西

安公路学院、西安公路交通大学、长安大学任助教、讲师； 1986 年-1989 年攻读硕士研究

生，获西安公路学院交通运输管理工程硕士学位，1996 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1996 年-1999 

年攻读博士研究生，获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博士学位，2001 年晋升教授，2003 

获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物流学会理事、陕西省应急管理学会

理事、西安电子商务协会专家指数指导委员会委员、西安电子商务协会顾问等社会兼职；同

时兼任长安大学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所长，省级精品课程《高级物流学》建设负责人。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从交通运输与物流教学科研工作，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有着

丰富的学术积累和显著贡献。“物流集成”、“物流链”、“物流集成场”等理论在全国有很大

影响。在《中国软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80 余篇，近 40 余篇收入 EI、ISTP、CSSCI 等

检索和人大复印收录。《物流集成场：国际陆港理论与实践》、《物流集成理论及实现机制》、

《高级物流学》(第三版)、《高速路网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等著作（含编著、主编

教材）26 部、参编 5 部。 

主持国家社科课题《基于集成场理论的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模式研究》、省部级课

题《物流集成理论及实现机制》《陕西重型汽车产业配套及物流发展战略研究》等 10 余项及

企业横向课题 50 余项，参加 10 余项。在澳大利亚、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校和企业

进行专业培训、考察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10 多次。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 次，省教育厅科技进步奖 1 次、省高校社科成果奖 2 次，中

国公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等社会力量科技奖 10

项次；省级教材奖 1 项，中国物流学会物华图书奖、教材、教学成果奖 11 项。获中国物流

教育发展杰出贡献奖等荣誉奖 10 余项（次）。长安大学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网站

（http://ilsc.chd.edu.cn/），省级精品课程高级物流学网站：（http://gjwl.chd.edu.cn/） 

 

李毅斌，副教授，男，1972 年 10 月生，陕西洛川人。1996 年 7 月毕业于西北工业

大学航空飞行器设计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03 年 6 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现为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长安大学物流与供应

链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物流学会会员。主要从事物流服务供应链管理、物流产业集群等领域

的研究工作。近五年来主持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 1 项（2012KRZ10），陕西省自

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面上项目 1 项（2009JM9007），主研项目 20 余项；发表论文 10 余

篇，其中 2 篇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在团队中承担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物



流产业集群及物流服务供应链管理研究方向的主研任务，并配合团队负责人做好团队研讨及

项目协调工作。在教学团队中主要承担物流战略管理课程建设任务。 

 

刘德智，副教授，男，1977 年 8 月生，陕西渭南人。2003 年获得西北工业大学管理

学硕士学位，2007 年获得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

教授，中国物流学会会员，主要科研方向为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服务营销。近年来，主持省

部级研究项目 1 项，企业横向项目 1 项，参与团队 10 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发表论文 10 

多篇。在教学团队中主要承担供应链管理课程建设课程建设任务。 

 

张圣忠，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1.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 

物流产业经济分析、物流与供应链风险管理、交通运输经济与管理 

2.主要讲授课程 

本科生：物流经济学、物流学、国际货物运输、运输企业管理 

研究生：物流经济学、供应链管理 

3.学术简历 

1997/09－2001/07 长安大学经管学院会计学专业（本科） 

2001/09－2003/08 长安大学经管学院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免试推荐硕士） 

2003/08－2006/07 长安大学经管学院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提前攻博） 

2006/07 至今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物流管理系任教 

2008/08-2010/08 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雷诺分校访问学者 

2011/12 月至今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4.学术及科研成果 

主持了 10 余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工作，公开发表论文 30 余篇。 

近期主持研究的主要科研项目包括： 

[1] 山东省交通厅项目（潍坊市交通局委托）：区域交通企业现代物流供应链发展战略

研究（主持）； 

[2] 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200807101010）：物流市场风险管理理

论与方法研究（主持）； 

[3]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109147）：物流服务链信用风险识别、评估与控制



研究（主持）； 

[4]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第 45 批一等资助）(20090450168):物流服务

链信用风险识别、评估与控制研究（主持）； 

[5]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2009JQ9003）:物流服务供应链信用风险传染与

动态预警研究（主持）； 

[6]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E039)：陕西省物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产业融

合的视角（主持）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001011）：供应链违约传染与风险度量：理论和实

证研究（主持） 

 

马暕（1968-），男，籍贯陕西绥德。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物流工程与管理、交通产业经济分析 

2.主要讲授课程硕士学位。 

1996 年至今，长安大学经管学院任教。 

2004 年晋升副教授职称。 

4.学术及科研成果 

任现职以来，主持或主研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 20 余项。公开发表论文 20 余篇。 

5.近年获奖 

“重庆高速公路附属设施规模标准化及服务规范化管理研究”，2009 重庆市交通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 

“中国高速公路运输量调查统计技术研究”，2010 年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11 年“顺丰杯”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三等奖，本人为指导老师。 

2013 年“安吉杯”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三等奖，本人为指导老师。 

 

黄丽萍，女，1972 年 6 月出生，河南清丰人。1994 年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交通运输

管理工程系，2003 年获得长安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现为长安大学物流

管理系讲师，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在读博士。主要科研方向为物流工程、交通运输管理。2008 

年横向课题“陕西省移动公司物流与供应链系统规划研究”项目主持人，2009 年“无锡客

运有限公司快件货运分公司第三方物流发展规划”项目主持人，2011 年交通部道路运输司



课题“道路货运站(场)运营管理规范”主要负责人和主笔人，2012 年交通部道路运输司课

题“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人员编制计算方法”小组负责人。参与其他横向课题、纵向课题、教

改课题 10 多项。发表论文 3 篇。在教学团队中主要承担物流工程学课程建设任务。 

 

惠玉蓉，副教授，女，1978 年 12 月生，甘肃景泰人。2000 年 7 月毕业于长安大学

管理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04 年 7 月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现为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物流学会会

员，长安大学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在读博士。近五年来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项 10 余项，发

表论文 10 余篇。在团队中承担物流市场营销课程建设任务。 

 

杨磊，工程师，男，1983 年 5 月生，汉族，陕西西安人，2005 年毕业于长安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学士学位，2009 年毕业于长安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现为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物流管理

系（物流工程与管理实验室）实验教师，主要方向为物流与供应链仿真建模与优化。近 5 年

来参与国家社科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3 项，横向项目 10 余项，参与教改课题 4 项，

物流设计大赛３项，挑战杯项目３项，承担物流实验教学平台的构建及物流工程与管理实验

室的建设任务，目前主要给本科生讲授物流管理专业实验课程 2 门（认知实习与实验、物

流系统仿真）及ＥＲＰ公共实验课程。在教学团队中承担物流仿真实验课程建设及精品资源

共享课网络建设任务。 

 

孙荣庭，男，1983 年 10 月生，汉族，甘肃平凉人。2005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理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2005 年 9 月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攻

读研究生， 2011 年 12 月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物流管理系教

师，主要科研方向为物流与供应链管理。2013 年横向课题“煤矿安全事故风险综合控制系

统研究”项目负责人，先后参与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

等国家重大课题研究，在国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6 篇。在团队中承担供应链管理课程建

设任务。 

 

李武强，男，1984 年 2 月生，汉族，河南三门峡人。2005 年毕业于长安大学公路学

院公路工程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学士学位，2007 年 9 月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



学与工程专业攻读研究生， 2013 年 6 月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物流管理系教师，主要科研方向为供应链管理。近 5 年来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2 项、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在国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6 篇。在团队中

承担企业物流管理课程建设任务。 

 

伍佳妮，女，1984 年 6 月生，湖南溆浦人。2007 年获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

2009 年获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2013 年获不来梅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现为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物流管理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近 5

年来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德国教育研究部项目 1 项，德国交通、建设与城市发

展部研究基金项目 1 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以及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10 篇。在团队中承担

港口物流课程建设任务。 

 

李兆磊，讲师，2001-2005 年长安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学士学

位；2005-2008 年攻读硕士研究生，获长安大学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工学硕士学位；

2009-2013 年攻读博士研究生，获长安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工学博士学位。毕业后

于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物流管理系任助教、讲师。学习与工作期间主要从事交通运输与

物流教学科研工作，在物流工程与管理研究领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在《交通运输系统工

程与信息》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其中 EI 检索 1 篇，CSSCI 检索 1 篇，CSCD 检索 1

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检索 1 篇。此外，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及

企业委托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