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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食品安全政策，食品产业竞争力，食品与农产品营销，消费金融。

曾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获理学学士和运筹学硕士学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省自然等项目多项。在《统计研究》、《管理评论》、《中国软科学》、《公共管理学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农村观

察》、《经济经纬》、《山东大学学报》、《江南大学学报》、《龙谷大学经济学论集》、《控制与决策》、《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Information》等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40余篇。曾获山东省统计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和日照市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等奖。

 

研究方向

食品安全政策；食品产业竞争力；食品与农产品营销；消费金融

教学方向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高等数理统计；市场调查；试验设计

联系方式

电子信箱：xuyingjun@vip.163.com
通信地址：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邮 编：276826

主持和参与科研项目

1. 徐迎军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安全认证食品市场中消费者偏好研究》（批准号：13YJC790169），项目起止时间：2013-2015, 主持

人。

2. 吴林海等，2014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编号：14ZDA069），参与。

3. 尹世久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消费者多源信任融合模型及政策应用研究：以安全食品为例》（批准号：71203122），项目起止时间：2013-2015，第二位。

4. 魏翠萍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犹豫模糊评价信息的决策方法与应用研究》（批准号：71371107），项目起止时间：2014-2017，第三位。

5. 徐迎军等，曲阜师范大学科研启动基金：《基于多Agent建模的安全食品市场中消费者行为研究》（批准号：BSQD20110135），项目起止时间：2012-2015，主持人。

6. 徐迎军等，曲阜师范大学科研基金项目：《我国城市住宅价格形成及效应研究》（批准号：XJ201239），项目起止时间：2012-2015，主持。

7. 刘刚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产业文化与“中国制造”融合发展研究（编号：12CJL031）》，起止时间：2012-2015，参与。

8. 刘刚等，教育部2011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业升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编号：11YJC790100）》，起止时间：2011-2014，参与。

9. 张立新等，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双重价值模型的山东省农村人力资源能力评价及挖掘研究（编号：ZR2012GL05）》，起止时间：2012-2015，参与。

10．高杨等，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异质性农户生产环节外包决策机理研究：以病虫害防治为例（编号：14YJC790036），2014-2016，参与。

12. 高杨等，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户分化背景下生产环节外包垂直协作方式选择研究（ZR2014GQ012），2015-2017，参与。

13. 梁军等，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经济全球化偏向机制下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编号：J11WF55）》，起止时间：2011-2014，参与。

14. 宋晓凯等，山东省软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题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构建研究（2012RKB01049）》，2012-2013，参与。

发表论文

Shijiu Yin, Mo Chen, Yingjun Xu, Yusheng Chen. Chinese consumers’ willingness-to-pay for safety label on tomato: evidence from choice experiments[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7, 9(1): 141-155.



Yin Shijiu, Li Ying, Xu Yingjun, Chen Mo, Wang Yiqing. Consumer preference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attribute of infant milk formula: evidence from a choice
experiment in China[J]. British Food Journal, 2017, 119(6): 1276-1288.

尹世久，徐迎军，徐玲玲，李清光。食品安全认证如何影响消费者偏好？——基于山东省821个样本的选择实验[J]. 中国农村经济，2015（11）：40-53.
徐迎军，尹世久，高杨，张应语. 区间犹豫模糊集的不确定性度量[C]. 复杂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及实践学术会议论文集，2015.（会议论文）

徐迎军，尹世久，宋洪杰，吴林海. 消费者支付意愿研究综述：以有机食品为例[J]. 营销科学学报，2015,11（3）：120-138.（CSSCI集刊）

Mo Chen，Shijiu Yin，Yingjun Xu，Zhiwei Wang.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omatoes carrying different organic labels: Evidence from auction experiments[J]. British Food Journal, 2015,
117(11): 2814-2830.（SCI）

陈默，尹世久，徐迎军。消费者对生态标识食品的多层面认知行为：基于MVP模型的实证分析[J]. 经济经纬，2015，32（2）：31-36.（CSSCI）
李翔，徐迎军，尹世久，高杨。消费者对不同有机认证标签的支付意愿——基于山东省752个消费者样本的实证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15（4）：49-56.（CSSCI）

郏爱霞，徐迎军
*
。不确定型GOWA算子及其应用[J]. 聊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 28（3）：16-22.（徐迎军为通讯作者）

陈默, 尹世久, 徐迎军. 消费者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研究——以有机牛奶为例[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5, 30(1): 100-105.（CSSCI）
尹世久，徐迎军，陈雨生。食品质量信息标签如何影响消费者偏好[J]. 中国农村观察，2015（1）:39-49.（CSSCI）
尹世久，陈默，徐迎军。食品安全认证标识如何影响消费者偏好？——以有机番茄为例[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18-125.（CSSCI扩展版）

徐迎军，尹世久，陈雨生，朱淀。有机蔬菜农户生产规模变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6）：32-38.（CSSCI扩展版）

高杨，尹世久，徐迎军。日本有机农业“再发展阶段”的支持政策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J]. 世界农业，2014，（12）：74-78.
Xu Y. On group decision making with four formats of incomplete preference relations.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J], 2011, 61(1):48-54.（SCI收录）

徐迎军，李东. 多属性群决策达成一致方法研究[J]. 《控制与决策》，2010,25(12):1810-1814+1820.(EI收录)
徐迎军，张玉忠，魏翠萍. 区间互补判断矩阵可接受一致性[J]. 《控制与决策》，2011,26(3):327-331.(EI收录)
徐迎军，李东. 基于马尔柯夫模型的我国商品房价格波动研究[J]. 《统计研究》，2010,27(6):17-21.(CSSCI)
徐迎军，李东. 我国住宅市场财富效应研究[J]. 《管理评论》，2011,23(1):14-20.(CSSCI)
徐迎军，李东. 关于我国住宅价格波纹效应的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08, (21)15-17.(CSSCI)
徐迎军，李东. 收入差距与商品住宅价格关系研究[J]. 《商业研究》，2009，(8):127-128.(CSSCI)
徐迎军.区间乘性偏好关系相容度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J]，2011,46(7):1-6. (CSCD)
徐迎军，魏翠萍，李东. OWA算子赋权方法及其在房地产价格预测中的应用[J]. 《工业技术经济》,2010, 29(4):71-74.（CSSCI扩展版）

徐迎军，尹世久．基于客观决策信息与模糊偏好信息的多属性决策问题．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第六届山东经济学年会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会

议论文）

徐迎军，尹世久，陈默，高杨. Risk Perception, Products Awareness and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Taking Organic Milk as an Example. 《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2014，
6（1）：31－34，38.

徐迎军，尹世久，陈默，高杨. Research on Management of Food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Overall Unbalanced Multiplicative Linguistic Evaluation Scale[J].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2014, 2(6): 561-567.

尹世久，徐迎军，陈默.消费者有机食品购买决策行为与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7）：136-141.（CSSCI）
Wu Linhai, Yin Shijiu, Xu Yingjun, Zhu Dian.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organic food certification policy: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infant milk formula with different organic certification labels[J].

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4(00), 1-24.（SSCI）
Shijiu Yin, Mo Chen, Yusheng Chen, Yingjun Xu, Zongsen Zou, Yiqin Wang. Consumer trust in organic milk of different brands: the role of Chinese organic label[J]. British Food Journal, 2016,

118(7): 1769-1782.
Zhang Yingjun, Luan Hui, Shao Wei, Xu Yingjun. Managerial risk prefere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of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anagement personnel in China[J]. Risk

Management, 2016, 18(2-3): 135-158.
尹世久，徐迎军，陈默. 我国婴幼儿奶粉安全管理政策效果的实证检验——基于消费者偏好的选择实验研究[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6（5）：29-36.
高杨，尹世久，徐迎军。基于UTAUT的农户有机农业采纳时机分析——以山东省325个菜农为例。2014年山东社科论坛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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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楊，尹世久，徐迎軍. 中国における有機野菜 農家生産規模選択の影響要因分析ー山東省寿光市の155戸農家を中心に[J]. 龍谷大学経済論集, 2014, 第53巻第1･2号: 23-36. （中国有

机蔬菜农户生产规模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省寿光市的155户菜农为例[J]. 龙谷大学经济学论集, 2014, 53(1-2): 23-36．）
尹世久，徐迎军，宋晓凯．基于交互信任的安全食品认证多Agent建模刍议．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第六届山东经济学年会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2；
王小楠，徐迎军*，尹世久。有序加权平均算子权重确定新方法及其应用[J]. 聊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27（2）：82-87.（*通讯作者）

尹世久，陈 默，徐迎军．消费者安全认证食品多源信任融合模型研究：以有机食品为例[J]．江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2）：13-16.
尹世久，王小楠，高杨，徐迎军。信息交流、认证知识与消费者安全食品信任评价[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3（5）：124-132.
尹世久，陈默，徐迎军，李中翘.消费者对安全认证食品信任评价及其影响因素[J].公共管理学报，2013,10（3）：110-109.（CSSCI）
尹世久，吴林海，徐迎军. 信息认知、购买动因与效用评价：以广东消费者安全食品购买决策的调查为例。《经济经纬》,2014,31（3）：102-107.（CSSCI）
Yingyu Zhang, Wei Shao, Mengjia Zhang, Hejun Li, Shijiu Yin, Yingjun Xu. Analysis 320 coal mine accident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unsafe conditions of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exogenous variables[J]. 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2016(92):189-201.
徐迎军. 互补问题的无约束变形及其性质[J]. 《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26（4）：9-12.
徐迎军. 无约束最优化问题的扰动梯度算法[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17（3）：168-170.
章志敏，徐迎军. 层次分析中的广义偏差法[J]. 《曲阜师范大学学报》，2000,26（4）：15-18.
徐迎军. 互补问题的非负最优化变形[J]. 《菏泽师专学报》，2000,22（4）：5-10.

所获科研奖励

1. 徐迎军，李东. 2014. 《基于马尔柯夫模型的我国商品房价格波动研究》. 获山东省统计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统计科学技术成果奖评奖委员会。

2. 李翔、徐迎军、尹世久、高杨。2016。消费者对不同有机认证标签的支付意愿，日照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日照市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3. 尹世久，徐迎军，陈默。2014《消费者有机食品购买决策行为与影响因素研究》。获山东省统计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

4. 尹世久，陈默，徐迎军。2013. 《消费者安全认证食品多源信任融合模型研究：以有机有机食品为例》。获日照市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日照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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