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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基础

试题(半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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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四

总分

五

分数

得分|评卷人
一、单项选择题(每个小题 1 分，共 7 分)

1.从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角度对物流活动进行认识和研究，这属于(
A. 宏观物流

B. 中观物流

c.微观物流

D. 绿色物流

)。

2. 合理容纳商品，抵抗外力，保护和宣传商品，促进商品销售的物体，这是包装的(
A. 动态含义

B. 静态含义

C. 广义含义

D.狭义含义

3. 在各种运输方式中，受天气条件影响较小、更加安全的运输方式是(
A. 公路运输

B. 铁路运输

c.航空运输

D. 水上运输

4. 冷冻加工是为了保鲜而进行的流通加工，这种加工属于(

)。

)。

A. 保护性加工

B.提高物品利用率的加工

c.为消费方便省力的加工

D. 衔接不同运输方式的加工

5. 在仓库布局设计时，通道的设计应满足装卸设备的进出及所需的服务区间，还有(
A. 货物重量

B. 货架高度

c.厂房大小

D. 存货的正确存取

6. 用户在接受物流服务过程中感受到的物流服务质量是物流(
A. 服务形象质量

B. 服务现场质量

c.服务过程质量

D. 服务信誉质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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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配送评价分为专门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的分类标准是(

)。

A. 评价的范围

B. 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c.配送的性质
D. 配送程序

得分|评卷人

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12 分)

8. 下列物流中，属于微观物流的有(

A. 绿色物流

B. 供应物流

c. 生产物流

D. 城市物流

E. 国际物流

9. 运输合理化的主要措施有(
A. 提高运输工具实载率

B. 发展直达运输

c. 配载运输

D. 通过流通加工使运输合理化

E. 减少动力投入增加运能
10. 盘点作业的内容有(

A. 查数量

B. 查质量

c. 查人员责任

D. 查保管条件

E 查成本效益
1 1.配送中的储存的具体形式有(
A. 整存

B. 储备

c. 单独储存

D. 暂存

E. 分拣储存
12. 响应质量的构成指标有(

A. 订单反应时间

B. 顾客咨询反应时间

c.作业指令处理时间

D.作业准备时间

E 作业响应时间
13. 运送子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
A. 运载工具子系统

B. 运送线路子系统

c. 交通控制子系统

D. 维修养护子系统

E. 管理指挥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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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评卷人
三、判断正误，并将错误的表述政正过来{每小题 3 分，共 21 分)

14. 现代物流业是在传统物流的基础上，引人高科技手段，即运用计算机进行信息联网，
并对物流信息进行科学管理，从而使物流速度加快，准确率提高，库存减少，成本降低，以此延
伸和放大传统物流的功能。

15. 入库，就是将货品按其分类内容加以有次序地编排，用简明的文字、符号或数字代替
货品的"名称"、"类别"及其他有关信息的一种方式。

16. 商品的销售包装，是直接同消费者见面，并随同商品一起出售给消费者的。
17. 在国际多式联运中，"枢纽"是指配合货物多式联运，并能接受和处理联运货物和相关
业务事宜的公共点。
18. 在运输线路选择中，非成本因素是指与成本无直接关系，不影响企业成本和企业未来

发展的因素。
19. 采用配送方式，用户只需向两处订货，或和两个进货单位联系就可以订购到以往需去

多个地方才能订到的货物。

20. 物流设计质量主要是指物流系统的设计和物流作业构成的设计质量。
得分|评卷人
四、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 1.简述运输合理化的影响因素。

22. 简述不合理配送的主要表现形式。

得分|评卷人
五、应用分析题 (40 分}

23. 根据邮政系统的运转流程，谈谈你对物流系统的认识。

687

试卷代号 :1237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6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物流管理基础

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半开卷)
(供参考)
2017 年 1 月

一、单项选择题(每个小题 1 分，共 7 分)

1. A

2. B

6. C

7. A

3. B

4. A

5.0

11. BD

12. ABCD

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12 分)

8. BC

9. ABCDE

10. ABD

13. ABCDE
三、判断正误，并将错误的表述政正过来(每小题 3 分，共 21 分)

14.

.J

15. X ，应改为:编号，就是将货品按其分类内容加以有次序地编排，用简明的文字、符号或
数字代替货品的"名称"、"类别"及其他有关信息的→种方式。

16. .J

17. X ，应改为:在国际多式联运中，"网络点"是指配合货物多式联运，并能接受和处理联
运货物和相关业务事宜的公共点。

18. X ，应改为:在运输线路选择中，非成本因素是指与成本无直接关系， (但)能够影响企
业成本和企业未来发展的因素。

19. X ，应改为:采用配送方式，用户只需向一处订货，或和一个进货单位联系就可以订购
到以往需去多个地方才能订到的货物。

20. X ，应改为:物流设计质量主要是指物流系统的设计和物流作业流程的设计质量。
四、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 1.简述运输合理化的影响因素。

答:(1)运输距离。缩短运输距离对于降低物流费用意义很大。

(2) 运输环节。每增加·个运输环节，不但会增加起运的运费和总费用，而且必然要增加
运输的附属活动。

(3)运输工具。各种运输工具都有各自的优势领域，必须综合考虑。
(4) 运输时间。运输时间的缩短对于整个流通时间的缩短有决定性的作用。
(5) 运输费用。运输费用的降低，是合理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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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简述不合理配送的主要表现形式。
答: (1)资源筹措的不合理。
(2) 库存决策不合理。
(3) 价格不合理。
(4)配送与直达的决策不合理。
(5) 送货中的不合理运输。

(6) 经营观念中的不合理。
五、应用分析题 (40 分)

23. 根据邮政系统的运转流程，谈谈你对物流系统的认识。
答:邮政系统的运转流程一般是这样的，在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分中心，每个分中心又包含
若干个邮政点，用户需要邮寄的物品首先由各邮政点收集，每个邮政点负责一个区域的收集工
作，然后将收集的物品在固定的时间里送到各分中心，在分中心里，将物品进行分拣和分类，然
后将同一目的地或同一运输路线的物品集中在一起，运送到不同的分中心，接下来，分中心再
将收到的物品分拣给其所管辖的邮政点，最后由邮政点负责将物品送到辖区内的用户手中。
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
(1)物流系统是一个集散的组织过程，物品首先由各邮政点进行收集，再集中到各分中心。

散的过程是先从分中心开始，将物品分发到不同的分中心和邮政点。因此，没有集散就没有物
流系统，物流系统必须对物品的集中和分散进行组织。不同的物流系统具有不同的集散方式。
(2) 物流系统必须具有经常性的物品流动，即有一定的规模。在邮政系统里，我们看到，各
分中心和邮政点每天都有一定数量的物品，并且在长期内存在。偶然的集散活动不构成物流

系统。
(3)物流系统必须经过设计，从整体上保证物流效率最高，但并不能保证每一个物品的流

动过程都是最高效率的，其中免不了走一些迂回路线，典型的例子是居住在同一个邮政点管辖
范围内的居民相互递送物品，物品的运输路线是先由邮政点收集，然后送到分中心进行分拣，
再送回该邮政点技递。
(4) 物流系统要有比较稳定的线路、节点，并且线路和节点形成网络，每个节点都有稳定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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