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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后勤协会 2020 年课题立项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单位 

重点课题（20 个） 

ZDKT2020001 高校实验室消防安全治理体系研究 杨清华 中山大学 

ZDKT2020002 校园消防安全检查与评估体系建设 贾水库 北京科技大学 

ZDKT2020003 
高校节能减排与绿色校园建设成效、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以上海

高校为例 
周  虎 

上海市学校后勤协会节能环保管

理专业委员会 

ZDKT2020004 高校学生社区“一站式”教育管理服务模式建设 李静松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学生公寓管理

专业委员会 

ZDKT2020005 高校房产资源优化配置与绩效提升路径研究 吴红瑛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房产管理专业

委员会 

ZDKT2020006 高校房产出租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方文晖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房产管理专业

委员会 

ZDKT2020007 高校后勤服务质量监管评价体系建设 
杨书元 
高文田 

天津大学高校物业管理研究所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ZDKT2020008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后勤服务育人功能提升的思路与策略 袁  浩 中国药科大学 

ZDKT2020009 高校后勤大数据挖掘及应用研究 陈仙保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ZDKT2020010 “三全育人”试点高校后勤系统充分发挥育人功能研究 常维东 哈尔滨师范大学 

ZDKT2020011 全国试点高校后勤“三全育人”改革研究 郑洪涛 河南大学 

ZDKT2020012 “三全育人”体系下地方高校后勤系统充分发挥育人功能研究 李宜江 安徽师范大学 



4 
 

ZDKT2020013 后勤参与“三全育人”的路径及案例研究 张  辉 北京联合大学 

ZDKT2020014 新时代下高校绿色校园高质量建设路径研究 毛才盛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ZDKT2020015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认识误区、执行偏差与典型案例研究 张政利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ZDKT2020016 高校后勤参与“三全育人”长效机制及路径研究 赵玲珍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ZDKT2020017 中国教育后勤行业团体标准发展规划 高文田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ZDKT2020018 以项目经理为核心的高校后勤餐饮团队建设研究 王丽晓 
苏州苏大教育服务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ZDKT2020019 构建制止餐饮浪费行为长效机制研究 
黎玖高 
皮光纯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 

ZDKT2020020 高校学生公寓管理行业发展报告（2020） 郗蕴超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学生公寓管理

专业委员会 
一般课题（110 个） 

YBKT2020001 基于区块链的高校食品安全追溯机制与路径研究 陈  妍 中南大学 

YBKT2020002 大学校园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问题与对策 陈  盖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03 新时代高校后勤系统廉政风险与防控对策研究 陈德宝 河南中医药大学 

YBKT2020004 高校学生公寓服务的管理体制差异及相关问题研究 陈弘正 浙江中医药大学 

YBKT2020005 高校食堂管理、经营、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陈新华 内蒙古工业大学 

YBKT2020006 高校修缮工程过程管理数字化研究 邓英华 西安外国语大学 

YBKT2020007 基于成本分摊机制下的高校公用房配置与核算  樊  婧 陕西师范大学 

YBKT2020008 基于后勤生活课堂选修课程高校劳动教育的路径探索 方  亮 南京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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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KT2020009 高校后勤参与大学生劳动教育育人价值与路径研究 方  莉 杭州师范大学 

YBKT2020010 校园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付书科 武汉工程大学 

YBKT2020011 高校修缮工程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龚本瑞 西南大学 

YBKT2020012 新疆高校学生公寓服务的管理体制差异及相关问题研究 韩冬梅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13 高校食堂管理、经营、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韩业祥 西安石油大学 

YBKT2020014 高校后勤服务评价体系研究与应用 韩振国 中国民航大学 

YBKT2020015 基于信息化的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服务监管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胡瑞祎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YBKT2020016 高职后勤劳动课程育人路径研究 胡岳潭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17 
高校后勤主要领域“大数据”的获得、应用及效果研究——基于成都中

医药大学智慧后勤指挥中心 
黄昊鹏 成都中医药大学 

YBKT2020018 校园实体书店新模式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季王飞 江南大学 

YBKT2020019 高校公用房有偿使用的效果评价及优化 夹福先 西南大学 

YBKT2020020 西藏高校后勤服务体系中正确民族观构建途径探索 贾旭亮 西藏民族大学 

YBKT2020021 高校后勤领域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姜永增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YBKT2020022 高校节能减排与绿色校园建设成效、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靳彩玲 河北经贸大学 

YBKT2020023 建立数学模型对校园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的研究 赖俊峰 内蒙古工业大学 

YBKT2020024 基于信息化的高校后勤监管体系构建的研究 李  浩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25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后勤实现实践育人功能的路径研究 李冠文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26 高校合同节水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三喜 沈阳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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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KT2020027 高校学生公寓文化建设探索 李松松 东营职业学院 

YBKT2020028 高校学生社区“一站式”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李亚欧 新疆大学 

YBKT2020029 高校后勤参与“三全育人”的路径及案例研究 李永刚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30 5G 技术对高校后勤服务影响的前瞻性研究 李宇峰 南方医科大学 

YBKT2020031 高校学生食堂垃圾分类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志英 池州学院 

YBKT2020032 基于中外对比视角下青岛高校校园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改进对策研究 李志颖 青岛滨海学院 

YBKT2020033 依托农业院校附属园的资源优势开展自然生态教育 连秀芹 河北农业大学幼儿园 

YBKT2020034 高校食堂参与“三全育人”的路径及案例研究 梁  禾 重庆医科大学 

YBKT2020035 基于信息化的高校后勤监管体系构建的研究 梁燕林 成都中医药大学 

YBKT2020036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高校食堂智慧化管理探索 林  浩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YBKT2020037 高校小型修缮工程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蔺  颇 南开大学 

YBKT2020038 后勤社会化改革背景下高校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建设与应用 刘  燕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39 湖南省高校餐饮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现状与提升措施研究 刘  勇 湖南农业大学 

YBKT2020040 信息化背景下高校绿化精准管护实现途径研究 刘海庆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YBKT2020041 思政进公寓背景下公寓文化建设实现路径研究——以西安外国语大学为例 刘鹏博 西安外国语大学 

YBKT2020042 
高校后勤参与“三全育人”的路径及案例研究——以北京林业大学“智

慧总务”建设为例 
刘雄军 北京林业大学 

YBKT2020043 高校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西南大学为例 刘占友 西南大学 

YBKT2020044 高校修缮工程管理流程再造研究 卢建科 江苏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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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KT2020045 大学生住宿安全风险的对策研究 鲁  晋 太原理工大学 

YBKT2020046 高校后勤参与学生劳动教育的路径与效果研究 路宝顺 天津大学 

YBKT2020047 高校修缮工程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马  涛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48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后勤服务育人工作的融合路径研究 马旺华 宝鸡文理学院 

YBKT2020049 高校公寓全周期管理与“三全育人”模式融合构建的探究 毛红胜 山西医科大学 

YBKT2020050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下的食堂“零租赁”经营模式 莫小慧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YBKT2020051 高校引入社会餐饮企业承办学生食堂过程中相关问题研究 慕博华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52 
高校后勤参与“三全育人”的路径研究与实践——以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为例 
潘钧飚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53 以高校后勤为第二课堂的劳动育人机制研究 平  易 北京师范大学 

YBKT2020054 面向“十四五”发展规划下的高校后勤发展研究 任  阳 中南大学 

YBKT2020055 高校学生食堂“大数据”的收集、应用及效果研究 申建国 
河北省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事务和

后勤服务中心 

YBKT2020056 
“绿色校园”视角下边疆地区高校后勤生态管理成效、存在问题与对策

研究——以内蒙古农业大学为例 
石  妍 内蒙古农业大学 

YBKT2020057 高校学生公寓社会化服务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 史宝中 沈阳师范大学 

YBKT2020058 新时代高校后勤系统廉政风险与防控对策研究 曙  光 内蒙古工业大学 

YBKT2020059 高校大思政格局下后勤服务育人模式研究 宋伟华 南京理工大学 

YBKT2020060 高校修缮工程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宋晓峰 太原理工大学 

YBKT2020061 高校后勤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苏卓君 上海交通大学 



8 
 

YBKT2020062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公寓育人体系建设研究实践 孙亚林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YBKT2020063 高校后勤主要领域“大数据”的获得、应用及效果研究 田卫宾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YBKT2020064 后勤基层党组织在传统后勤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 万东平 武汉音乐学院 

YBKT2020065 校园实体书店新模式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王  胜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YBKT2020066 高职院校后勤的劳动育人功能开发研究 王鹤群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67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认识误区、执行偏差与典型案例研究 王吉增 山西师范大学 

YBKT2020068 校园可回收垃圾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实施路径研究——以长治医学院为例 王金胜 长治医学院 

YBKT2020069 高校学生公寓服务的管理体制差异及相关问题研究 王立和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YBKT2020070 提升高校教工食堂满意度的对策研究 王晓丽 沈阳师范大学 

YBKT2020071 高校后勤设备物联网信息化建设方案研究 武  波 北京理工大学 

YBKT2020072 高校学生公寓“一站式”服务模式建设研究 武江河 河北工程大学 

YBKT2020073 高校节能减排与绿色校园建设成效、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肖开田 中国矿业大学 

YBKT2020074 以党建工作为引领促进后勤参与“三全育人”的路径及案例研究 肖云强 大连财经学院 

YBKT2020075 
高校后勤服务育人的实践与理论探讨——以大连海事大学后勤服务

（集团）公司为例 
徐  豪 大连海事大学 

YBKT2020076 校园商业变革中变与守的思考 徐  乐 中国矿业大学 

YBKT2020077 高校食堂操作流程关键节点控制及问题与对策研究 徐雍图 成都中医药大学 

YBKT2020078 书院视角下生命教育融入高校学生公寓育人实践研究 薛  峰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79 高校学生公寓“一站式”服务模式建设的研究——以天津工业大学为例 薛朕钰 天津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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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KT2020080 
高校后勤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基于成都中

医药大学在人工智能应用于后勤领域的应用场景和实践现状研究 
杨永成 成都中医药大学 

YBKT2020081 高校后勤参与“三全育人”的路径及工作模式创新 杨再娣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82 高校供热系统分时控制节能改造技术研究 姚  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YBKT2020083 高校后勤思想文化建设创新路径探析 姚志华 华东政法大学 

YBKT2020084 基于知识图谱和网络大数据的高校节能减排成效、问题及对策研究 叶  超 四川师范大学 

YBKT2020085 
“三全育人”试点高校后勤系统充分发挥育人功能的研究——服务带

动育人，育人促进服务 
叶  阳 同济大学 

YBKT2020086 “放管服”视域下民族地区高校房产出租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袁林静 西南林业大学 

YBKT2020087 高校后勤劳动教育的场域构建与实施探索 岳海洋 华东理工大学 

YBKT2020088 高校物业服务外包背景下存在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曾尚勇 太原理工大学 

YBKT2020089 高校后勤应急抢险保障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  莹 天津大学 

YBKT2020090 高校后勤服务外包监管与风险控制研究 张  征 鲁东大学 

YBKT2020091 高校饮食服务育人功能发挥的路径研究——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 张春英 华中农业大学 

YBKT2020092 高校后勤文化建设创新和实践探索的研究 张丹平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YBKT2020093 高校后勤“服务育人示范岗”创建的研究 张洪菁 西南大学 

YBKT2020094 高校食堂操作流程关节点控制及问题与对策研究 张锦雄 西安石油大学 

YBKT2020095 学生公寓育人机制体制研究与实践 张君维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096 “大数据”在高校节能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及效果研究 张瑞杰 西安航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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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KT2020097 构建“六位一体”格局，落实“三全育人”路径研究 张少恒 信阳师范学院 

YBKT2020098 构建高校后勤廉政风险与防控内控机制研究 张永宝 山东理工大学 

YBKT2020099 当前高校后勤领域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章正春 浙江省教育发展中心 

YBKT2020100 
基于校园网的中央空调控制策略在高校节能减排与绿色校园建设中的

应用与研究 
赵  瑜 南开大学 

YBKT2020101 5G 技术对高校后勤服务影响的前瞻性研究 赵海鹰 中央财经大学 

YBKT2020102 高校后勤参与“三全育人”的路径及案例研究 赵瑞芳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103 高校食堂操作流程关键节点控制及问题与对策研究 赵雪松 中国药科大学 

YBKT2020104 高校后勤主要领域“大数据”的获得、应用及效果研究 郑怡莉 山东大学(青岛) 

YBKT2020105 基于信息化的高校后勤监管体系构建研究 周  密 四川大学 

YBKT2020106 高校食堂管理、经营、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周  鹏 中南大学 

YBKT2020107 基于云边协同的智慧能源生态共同体建设与应用研究 周伟涛 江南大学 

YBKT2020108 5G 技术对高校后勤服务影响的前瞻性研究 周于惠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YBKT2020109 高校后勤主要领域“大数据”的获得、应用及效果研究 祝火盛 南方医科大学 

YBKT2020110 高校立体化的安全文化建设路径及措施研究 庄  勇 山东交通学院 

会企合作课题（2个） 

HQKT2020001 当前高校后勤领域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钱明俊 江苏环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HQKT2020002 物联网技术在节水型高校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李美玲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

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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