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卷代号 :1238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7 年春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物流设施与设备

试题(半开卷)
2017 年 6 月

注意事项
一、将你的学号、姓名及分校(工作站)名称填写在答题纸的规定栏内。考试
结束后，把试卷和答题纸放在桌上。试卷和答题纸均不得带出考场。监考人收完
考卷和答题纸后才可离开考场。

二、仔细读懂题目的说明，并按题目要求答题。答案一定要写在答题纸的指
定位置上，写在试卷上的答案无效。

三、用蓝、黑圆珠笔或钢笔(含签字笔)答题，使用铅笔答题无效。

一、选择题{下列选项中至少有一项是正确的，请将你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填入该题的答题

纸上，每题 2 分，共 20 分)
1.物流系统的硬件要素是物流业务的载体，决定了物流系统的基本结构。物流系统的硬
件要素主要包括(
A. 物流设施

B.物流装备

c.物流工具

D. 物流信息网络

2. 悬臂式货架是(
A. 用于储存小件、零星货物的货架

B. 存放装有货物托盘的货架
c.一般用于储存长料货物的货架
D.专门用于储存整批纸箱包装商品和托盘商品的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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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结构简单、经济、适用性强等特点，它便于货物的收发，但存放物资数

3. (

量有限.是人工作业仓库的主要存储设备。
A. 重力式货架

B. 驶入式货架

c.层架

D. 阁楼式货架

4. 桥式类起重机包括(
A. 堆垛起重机

B. 龙门式起重机

c.装卸桥

D. 门座式起重机

5. 集装箱的装载量是指(

A. 集装箱的总重

B.集装箱的自重

c.集装箱的总重与集装箱的自重之差

D.集装箱的总重与集装箱的自重之和

6. 在运送易挥发、易燃、危险品时，应该选用(

A. 厢式货车

B. 栏板式货车

c.自卸式货车

D.罐式货车

7. (是指用于物品包装、分割、计量、分拣组装、价格贴付、标签贴付、商品检验
等作业的专业机械设备。
A. 包装设施

B. 运输设施

c.流通加工设施

D. 仓储设施

8. 量杯式充填机是属于(
A. 容积式充填机

B. 称重式充填机

c.计数式充填机

D. 柱塞式充填机

)是一种地下磅秤，是将磅秤安装在车辆行驶的路面上，使通过的车辆能迅

9. (
速秤重。
A. 电子秤

B. 地中衡

c.自动检重秤

D. 电子皮带秤

10. 物流设备更新时机的选择要以物流设备寿命时间长短为依据。设备的(
终了时，是设备的最佳更新期。
自然寿命

B. 技术寿命

c.经济寿命

D. 物理寿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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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判断题(正确的命题在答题纸上划
共 2
却
O 分)

1 1.物流系统的功能要素中不包括物流信息处理功能要素。(

)

改正 z
12. 旋转式货架适于以分拣为目的的大件物品的存取。(

)

改正:
13. 运行速度是堆垛机的一个主要技术参数，是指堆垛机在水平方向上的行驶速度。(

)

改正:

14. 起重机械的技术参数中起升高度是指起重机工作场地地面或起重机运行轨道顶面到
取物装置上极限位置之间的垂直距离。(

)

改正:
15. 联运托盘都采用平托盘，以便于叉车、货架、仓库的标准化。(

)

改正 z

16. 叉车在起重升降或行驶时，有关工作人员可以站在货叉上把持物件或起平衡作用。(

)

改正 z
17. 配煤加工设备可将各种煤及其他发热物，按不同的配方进行掺配加工，生产出各种产
生不同热量的燃料。配煤加工设备属于流通加工机械的一种。(

)

改正 2

18. 容积式充填机的工作原理是将产品按预定容量充填到包装容器内，其特点是结构简

单，设备体积小，计量精度高，计量速度慢。(

)

改正 z

19. 自动分拣系统的分拣误差率大小主要取决于所输入分拣信息的准确性大小。(

)

改正:
20. 物流设备选择的总体原则中的低成本原则是指物流设备的一次购置成本低。(
改正 z

三、简答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2 1.简述重力式货架、驶入式货架和移动式货架这三种常用货架的特点及用途。
22. 简述五种常用分拣机的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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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 (40 分)

23. ZT 集团公司是中国目前低压电器行业最大销售企业。主要设计制造各种低压工业
电器、部分中高压电器、电气成套设备、汽车电器、通信电器、仪器仪表等，其产品达 150 多个系
列、 5000 多个品种、 20000 多种规格。 "ZT" 商标被国家认定为驰名商标。该公司 2011 销售额

达 80 亿元，集团综合实力被国家评定为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5 位。在全国低压工业电器行
业中， ZT 首先在国内建立了 3 级分销网络体系，经销商达 1000 多家。同时，建立了原材料、零
部件供应网络体系，协作厂家达 1200 多家。

(一)立体仓库的功能
ZT 集团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是公司物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在计算机管理系统
的指挥下.高放、合理地储存各种型号的低压电器成品。准确、实时、灵活地向各销售部门提供

所需产成品。并为物资采购、生产调度、计划制定、产销衔接提供了准确信息。同时，它还具有
节省用地、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物流放率、降低储运损耗、减少流动资金积压等功能。
(二)立体仓库的工作流程
ZT 立体库占地面积达 1600 平方米(入库小车通道不占用库房面积) ，高度近 18 米， 3 个

巷道 (6 排货架)。作业方式为整托人库，库外拣选。其基本工作流程如下:
(1)入库流程

仓库二、三、四层两端六个入库区各设一台入库终端，每个巷道口各设两个成品入库台。
需人库的成品经入库终端操作员键入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和数量。控制系统接收入库数据，按

照均匀分配、先 F 后上、下重上轻、就近入库、 ABC 分类原则，自动分配一个货位，并提示入库
巷道。搬运工可依据提示，将装在标准托盘上的货物由小电瓶车送至该巷道的人库台上。监
控机指令堆垛机将托盘存放于指定货位。
(2) 出库流程

底层两端为成品出库区，中央控制室和终端各设一台出库终端，在每一个巷道口设有
LED 显示屏幕，提示本托货物要送至装配平台的出门号。需出库的成品，经操作人员键入产

品名称、规格、型号和数量后，控制系统按照先进先出、就近出库、出库优先等原则，查出满足出
库条件且数量相当或略多的托盘，修改相应帐目数据，自动地将需出库的各类成品托盘送至各
个巷道口的出库台上，经电瓶车将之取出并送至汽车上。同时，出库系统在完成出库作业后，
在客户机上形成出库单。
(3) 回库空托盘处理流程

底层出库后的部分空托盘经人工叠盘后，操作员键入空托盘回库作业命令，搬运工依据提
示用电瓶车送至底层某个巷道口，堆垛机自动将空托盘送回立体库二、三、四层的原人口处，再
由各车间将空托盘拉走，形成一定的周转量。

(三)立体库主要设施
(1)托盘

所有货物均采用统一规格的钢制托盘，以提高互换性，降低备用量。此种托盘能满足堆垛
机、叉车等设备装卸，又可满足在输送机运行。
(2) 高层货架

采用特制的组合式货架，横梁结构。该货架结构美观大方，省料实用，易安装施工，属一种
优化的设计结构。
(3) 巷道式堆垛机
根据本仓库的特点，堆垛机采用下部支承、下部驱动、双方柱型式的结构。该机在高层货

架的巷道内按 X 、 Y 、 Z 三个坐标方向运行，将位于各巷道口入库台的产品存入指定的货位，或
将货位内产品到运出送到巷道口出库台。该堆垛机机动性设计与制造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
行，并对结构强度和刚性进行精密地计算.以保证机构运行平稳、灵活、安全。堆垛机配备有安
全运行机构，以杜绝偶发事故。其运行速度为 4-80mm/ min (变频调速) ，升降速度为 3/
16mm/minC 双速电机) ，货叉速度为 2-15mm/minC 变频调速) ，通信方位为红外线，供电方式

为滑触导线方式。
(四)计算机管理及监控调度系统
该系统不仅对信息流进行管理，同时也对物流进行管理和控制，集信息流与物流于一体。
同时，还对立体库所有出入库作业进行最佳分配及登录控制，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便对

物流实现宏观调控，最大限度地降底库存量及资金的占用，加速资金周转。
在日常存取活动中，尤其库外捡选作业，难免会出现产品存取差错，因而必须定期进行盘
库。盘库处理通过对每种产品的实际清点来核实库存产品数据的准确性，并及时修正库存账
目，达到账、物统一。盘库期间堆垛机将不做其它类型的作业。在操作时，即对某一巷道的堆
垛机发出完全盘库指令，堆垛机按顺序将本巷道内的货物逐次运送到巷道外，产品不下堆垛
机，待得到回库的命令后，再将本盘货物送回原位并取出下一盘产品，依此类推，直到本巷道所

有托盘产品全部盘点完毕，或接收到管理系统下达的盘库暂停的命令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若
本巷道未盘库完毕便接收到盘库暂停命令，待接到新的指令后，继续完成盘库作业。
自动化立体仓库作为现代化的物流设施，对提高该公司的仓储自动化水平无疑具有重要
的作用。
阅读案例，请分析下列问题:

(1)结合案例简述自动化立体仓库的概念? (1 0 分)
(2) 结合案例分析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功能? (1 5 分)
(3) 结合案例谈谈自动化立体仓库的优缺点? (1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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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号OJ

试卷代号 :1238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7 年春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物流设施与设备

试题答题纸(半开卷)
2017 年 6 月

四 E

E

一、选择题(下列选项中至少有一项是正确的，请将你认为正确的答
案的序号填入该题的答题纸上，每题 2 分，共 2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判断题{正确的命题在答题纸上划"~" ，错误的命题在答题纸上
划 "X" 并改正，每题 2 分，共 20 分)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678

三、简答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21.
22.

四、案例分析 (40 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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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238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7 年春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末考试

物流设施与设备

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半开卷)
(供参考)
2017 年 6 月

一、选择题(下列选项中至少有一项是正确的，请将你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填入该题的答题

纸上，每题 2 分，共 20 分)

1. ABCD

2. C

3. C

4.ABC

5. C

6. D

7. C

8. A

9. B

10. C

二、判断题(正确的命题在答题纸上划 "..J" ， 错误的命题在答题纸上划 "x" 并改正，每题 2 分，
共 20 分}

11. X 物流系统的功能要素中包括物流信息处理功能要素。

12. X 旋转式货架适于以分拣为目的的小件物品的存取。

13. .J
14. v'
15.

.J

16. X 叉车起重升降或行驶时，禁止任何人员站在货叉上把持物件或起平衡作用。
17. v'

18. X 容积式充填机的工作原理是将产品按预定容量充填到包装容器内，其特点是结构简
单，设备体积小，计量精度低，计量速度快。

19.

.J

20. X 物流设备选择的总体原则中的低成本原则是指物流设备的寿命周期成本低。
三、简答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2 1.简述重力式货架、驶入式货架和移动式货架这三种常用货架的特点及用途。
(1)重力式货架的特点及用途=

①单位库房面积存储量大;②出入库工具的运行距离缩短;③效率提高，事故率低;④保证
作业先进先出;⑤大大缩小了作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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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特点，重力式货架主要应用在需大量储存货物或有拣选作业要求的场合，如用于

配送中心、转运中心、仓库、商店的拣选配货操作中，也用于生产线的零部件供应上。大型重力
式货架储存量较大，是以储存为主的货架，轻型、小型重力式货架则属于拣选式货架。
(2) 驶入式货架的特点及用途 z
驶人式货架的特点是叉车直接驶入货架进行作业。叉车与架子的正面成垂直方向驶入，

在最内部设有卸放托盘货载的位置直至装满，取货时再从外向内顺序取货。驶入式货架能起

到保管场所及叉车通道的双重作用，但叉车只能从架子的正面驶入。这样一来，虽然可提高库
容率及空间利用率，但是很难实现先进先出。因此，驶入式货架只适用于保管少品种、大批量
以及不受保管时间限制的货物，并且每→巷道只宜保管同一品种货物。驶入式货架是高密度

存放货物的重要货架，库容利用率可达 90% 以上。
(3) 移动式货架的特点及用途:
移动式货架又称为动力货架，或流动货架。它是将货架本身放置在移动导轨上，在货架底

部设有驱动和传动装置，使货架沿着导轨移动。当取货物时，使相应的货架移动，腾出存取作
业需要的通道，就可以进行存取作业。

移动式货架适用于库存品种多，出入库频率较低的仓库;或库存频率较高，但可按巷道顺

序出入库的仓库。因为只需要一个作业通道，可大大提高仓库面积的利用率。广泛应用于办
公室存放文档，图书馆存放档案文献，金融部门存放票据，工厂车间、仓库存放工具、物料等。
22. 简述五种常用分拣机的功能特点。
(1)堆块式分拣机的功能特点:
堆块式分拣机是目前物流系统中较常用的设备之一，具有处理物件规格范围大(最长可达
1200 毫米) ，分拣效率高等特点，分拣能力一般为 5000--10000 件/小时，适合被分拣物件规

格尺寸变化较大、包装相对规范的物件，常用于快件、医药、图书、烟草、百货等行业。
(2) 斜导轮式分拣机的功能特点:

斜导轮式分拣机是→种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的分拣设备，其布置可以相当灵活，分拣时对

商品冲击力小、分拣轻柔、分拣准确;其缺点是分拣效率相对较低。主要用于物件规格相对规
整、分拣效率要求不是很高的箱包类物件，如:纸箱、周转箱等。
(3) 交叉带式分拣机的功能特点:

交叉带式分拣机是一种独特的分拣设备，其驱动行走方式比较独特，每个物件拥有一个独

立的分拣单元，直至分拣完毕。其上下件精度相当高，无论是何种外观的物件，均可平稳地进
行分拣。而且由于单个模块的尺寸较小，因此分拣格口之间的间距可以布置得比较密集，从而
场地利用率相当高。交叉带式分拣系统一般为环形布局、双向格口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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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垂直式分拣机的功能特点:

垂直式分拣机(又称折板式垂直连续升降输送系统)是一种可以同时进行多口多层次连续
物料垂直分拣的设备，是不同楼层间平面输送系统的连接装置。根据用途和结构的不同，主要

有三种形式:一是从一楼层分拣输送至另→楼层;二是从一楼层分拣输送至多个不同的楼层 z
三是从一楼层分拣输送至某个楼层的不同出口方向。
(5) 轨道台式分拣机功能特点:

第一，轨道台式分拣机可以进行三维立体布局，并且能很好的适应作业工程需要;
第二，轨道台式分拣机性能可靠，维修保养容易，耐用性好;

第三，轨道台式分拣机比较适合于大批量产品的分拣，如报纸捆、米袋等。
四、案例分析 (40 分)

23. (1)自动化立体仓库被视为自动化仓库和立体化仓库的有机结合，它是由高层货架、巷
道堆垛机、自动分拣系统、出入库自动输送系统、自动控制系统、计算机仓储管理系统及其周边

设施与设备组成的，对集装单元货物实现自动仓储过程的一个综合系统。
(2) 从以下各方面结合案例谈自动化立体仓库的作用①收货;②存货;③取货;④发货;⑤
信息处理 o
(3) 从以下各方面结合案例谈自动化立体仓库的优缺点 o
优点:①高层货架存储;②自动化存取;③计算机控制。

缺点:①基建投资高;②操作要求高;③配套要求高;④弹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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