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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随着我国快递数量的不断增加,物流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高校作为培养物流人才的重
要基地,对于物流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当前由于职业院校不断扩招,很多职业院校不断加大
招生,实训设施却没有跟上,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缺乏实训,课堂枯燥。本文首先分析现代物流管理
专业实践教学现状,然后分析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最后提出促进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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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express delivery in China, the gap of logistics talents
is increasing. As an important base for cultivating logistics tal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logistics talents. However, at present, due to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enrollment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training facilities have not kept up,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practical training for
student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 boring classroom.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of modern logistics management specialty, then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practical teaching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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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产业振兴计划中,物流作为十
大产业之一,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目前许多学者都非常关注物流业的发展,
研究也从物流信息技术、区块链技术到物
流供应链技术等[1]。其中在学者提到对策
中,无不提到物流人才的培养。高校作为
物流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培养符合社会
发展的高素质物流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
命。然而当前很多高校在物流人才培养过
程中人仍然存在较大问题,人才培养模式
存在诸多问题。人才培养难以满足物流企
业需求,其主要原因就是物流实践教学存
在较大问题,本文基于此展开研究。

1 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
现状

图 1 2013-2019 年双十一物流订单量
近年来,我国已成为快递大国,“双

天猫“双11”再次创下新纪录,物流订单

十一”期间的快递量也屡创新高。2019

量超过12亿,如图1所示。
“双十一”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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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速度也在快速提升当中,包裹发货
量破亿时间从2013年48小时缩短至2019
年的8小时；从物流效率来看,2019年双
十一发出一亿个包裹用时8小时,比2018
年提前59分钟,比2013年已经缩短40个
小时。包裹签收量破亿则从2013年的9
天缩短至2017年的2.8天,速度大大提
高[2] 。速度提升一方面表明我国物流信
图 2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调研方向

息技术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也侧面反映
了当前物流业需要大量的掌握物流信息

1.3教师实践教学缺乏经验

社会发展的需求,导致学生学习过程枯

技术并具备很强实践经验的技术人才。

当前很多高校的物流教师都是学校

燥,学生毕业后物流相关技能不能满足

而这些技术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高校实践

毕业后直接到高校工作,本身缺乏物流

教学的创新。当前很多高校实践教学普

实践经验,所以在教学生实践的时候,很

在对物流专业毕业生调查和对物流

遍存在学生实践少或者实训设备差等问

多企业需求的物流技能无法教给学生。致

企业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物流专业的毕

题,这也使得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是以

使实训效果不如人意。

业生大部分觉得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知识

企业需求。

理论为主,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当前

1.4校企合作较少

用处不大。而企业也普遍反映高校培养

高校物流专业的实践教学普遍存在以下

校企联合培养是培养专业性物流人

出的物流专业大学生技能偏低,可见实

才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很多高校物流

践教学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实践教

1.1实践教学较少

专业并未建立校企合作单位,在实践教

学可以让学生快速掌握物流技能。以物

近些年,随着我国物流行业的快速

学中也很少有企业教师进行讲解,所以

流货物盘点为例,在物流教学中,课本上

发展,物流人才缺口不断加大,很多学校

导致学生实践技能与企业存在较大差

很多只能讲一下盘点的设备PDA,而对于

为迎合市场发展,都开设了物流专业,却

距。比如高校很多物流实践教学都是以

PDA的操作却不知道,学生在校内实训也

没有考虑自己的师资和实训设备。这在

物流仿真模拟,ERP软件系统的建模、物

只能模拟实训,对于真正操作还存在较

职业院校尤为明显,很多职业院校都是

流信息系统操作等为主。通过物流企业

大问题。而如果有一个合理的实践教学

什么热门开设什么,完全未考虑自己的

及相关软件(ERP等)进行实际操作,但由

安排,该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在实训中

师资和实训场地,导致学生入学后未形

于研修条件的限制,这些做法无法有效

让学生到物流企业实践,一个上午学生

几个问题。

[3]

成一套完善的物流实训方案。授课大部

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 。学生来到物流

就能熟练掌握盘点知识。可见实践教学

分以理论授课为主,缺乏实践教学。

企业后,他们没有实际的经验和工作能

对于物流的重要性。好的实践教学可以

1.2实践教学场地较少

力,大部分时间不能工作,只能学习。这

让学生迅速掌握知识,也可以让学生适

当前很多高校学生普遍反映学校实

使得学校培养的人才与企业的需求存在

应物流企业的用人需求。

践教学较少,甚至没有物流实训场地。其
主要原因是物流专业实训室建设一般成
本较高,所以很多高校不愿意投入。私立

脱轨现象。

2 物流实践教学对于物流专业
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分析

3 物流管理专业加强实践教学
的对策和建议
3.1增加实践教学时间

学校尤为明显。当前很多私立院校都是

实践教学是提升学生技能的重要手

实践教学可以提升学生技能,因此

自负盈亏,教育厅总体拨款较少,实训室

段,良好的实践教学不仅可以提升学生

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时应该适当增

建设只能依靠自主建设。而有的学校可

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可以让学生毕业后

加实践教学。我国教育部对于职业院校

能物流只有1-2个班级,也不愿意建设物

尽快的适应企业需求。现代物流管理专

也明确规定,职业院校实践教学课时应

流实训基地。实训场地比较好的是公立

业作为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实践教学的

该大于总课时的50%。学校可以人才培养

院校,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国家投资,所以

好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物流专业人才培

方案制定时以调研为基础,适当加大实

[4]

实训室建设较好,但是实际教学中发现,

养的好坏 。当前很多高校物流专业教

践教学比重。主要表现两个方面,第一,

很多公立院校虽然花高价建立了物流实

学普遍存在教学以理论为主,学生实训

解读国家下发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措

训室,但是应用却并不多,甚至建完物流

机会较少,实训效率低下等问题。实训项

施；第二,对同类院校进行调研,对相关

实训室后,很少让学生进行实训。

目主要还是以软件操作为主,很难适应

行业和企业进行调研,了解物流管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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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需的基本技能,然后设计实践教学

论知识,提高实践技能。为学生的自由学

进入社会后迅速适应物流企业。本文基

方案,具体如下图2所示。实践教学方案

习创造条件,开放物流管理实训基地,物

于物流实践教学进行研究,有利于物流

设计以企业技能需求为核心,确定学生

流管理技术教育资源,让学生了解和掌

实践教学的提升。

实训后需要掌握的基本企业技能。

握实践教育中所学知识。提高学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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