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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89_A9_c31_601834.htm 掌握内容： 1、企业生产物流平

面布置设计.2、企业生产物流搬运系统设计.3、精益生产的内

容与运用.4、MRP、 MRPⅡ的原理与运用。 理解内容： 1、

企业生产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原则.2、生产物流系统的分析.3

、企业生产战略对生产物流的影响.4、JIT的条件与运用。 一

般了解内容： ERP的产生及思想。 一、企业生产物流系统分

析与设计原则(理解) 1、企业生产物流系统的特点 (1)物料是

按照加工的工艺过程在流动，其路线是由加工的工艺流程决

定的，不能随意变动。 (2)物流系统必需是连续、有节奏、按

比例的进行。 (3)物流装卸过程要求安全可靠。 2、设计生产

物流系统的原则 (1)物料搬运的路程最短. (2)尽量做到库存合

理. (3)选择合理的搬运设备。 3、生产物流规划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 (1)厂区规划：根据场外交通运输、厂区的地形面积，产

品种类及其工艺过程，合理布置各车间、各仓库以及非生产

设施之间的位置。 (2)工位配置：合理布置各工位的位置，使

工件搬运的工作量最小。 (3)合理库存空间确定。 (4)搬运设

备的选择：能适应被搬运物料的性质、质量、形状、尺寸及

物流量，同时要做到设备的固定投资少，运营费用低。 二、

生产物流系统的分析(理解) 1、基本概念 (1)当量物流量：物

流运动过程中一定时间内按规定标准修正、折算得搬运和运

输量。 (2)物料活性系数：将物料活性系数分为5等级。 2、生

产物流系统的分析 生产物流系统分析针对企业物流系统的环

境、输入输出情况、物料性质、流动路程、系统状态、搬运



设备与器具、库存等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与分析，找出问

题，并求得最佳系统设计方案。 (1)外部衔接分析：对已确定

系统边界的物流系统，研究输入与输出情况，必要时以统计

图表来表达。 (2)输入因素P，Q，R，S，T：生产物流设计中

基本要素：产品P，数量Q，生产路线R，辅助服务部门S，时

间T。 (3)当量物流量计算及物料分类 A、物料的当量物流量

计算. B、绘制物流种类物流量直方图. C、进行A、B、C分类

。 三、企业生产物流平面布置设计(掌握) 1、设施布置决策的

依据 (1)系统应达到的目标. (2)系统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3)

加工过程的要求. (4)建筑物或场所的有效空间. (5)系统各部门

之间物流和人流的大小：需要容量、有效容量。 2、设施布

置设计的含义和内容 (1)定义：设置布置设计是根据企业的经

营目标和生产纲领，在已确认的空间场所内，按照原材料的

接收、零件和产品的制造、成品的包装盒发运的全过程，力

争将人员、设备和物料所需要的空间做最适当的分配和最有

效的组合，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2)设施布置包括工厂总

体布置和车间布置。其中：工厂的总体布置应解决工厂各个

组成部分的相互位置，同时还应解决物料的流向和流程、厂

内外运输的连接及运输方式。车间布置设计应解决各作业单

位极工作地、设备、通道、管线之间的相互位置，同时也解

决物料搬运的流程及运输方式。 3、设施布置的目标 (1)符合

工艺过程要求. (2)最有效地利用空间. (3)物料搬运费用最少.

(4)保持生产和安排的柔性. (5)适应组织结构的合理化. (6)为职

工提供方便、安全、舒适的作用环境。 (1)按工作流程形式分

类 A、工艺原则布置：是一种将相似设备或功能集中布置在

一个地方的布置形式。适用于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方式，医



院是采用此布局的典型。 B、产品原则布置：是一种根据产

品制造的步骤安排设备或工作过程的方式。适用于小品种、

大批量。 C、定位布置：产品停留在一个位置上，设备、人

员、材料都围绕产品而转。如飞机制造、造船厂、建筑工地

等。 D、成组技术布置：将不同的机器组成加工中心，对形

状和工艺相似的零件进行加工。加工中心完成的品种有限，

适用于中小批量生产。 (2)按生产系统功能分类 A、存储布置

：指在仓库或储藏室内安排各组成部分的相对位置. B、销售

布置：布置便于产品销售而不考虑其生产. C、工厂项目布置

：组成部分作一次性排列。 5、布置的定量分析 (1)布置分析

的基本要素 (2)工艺原则布置：最常用的方法。 四、企业生产

物流搬运系统设计(掌握) 1、基本概念 (1)物料搬运与物料搬

运系统 物料搬运：在已经设计和建立的物流系统条件下，使

系统中的物料按生产、工艺及服务的要求运动，以实现系统

设计提出的目标。 物料搬运系统：指一系列的相关设备和装

备，用于一个过程或逻辑动作系统中，协调、合理的将物料

进行移动、储存或控制。 (2)物料搬运方法及选择原则 A、搬

运路线分类及选择：a、直达型：各种物料起点到终点的路线

最短。 b、渠道型：一些物料在预定路线上移动，与来自不

同地点的其他物料一起运到同一个终点。 c、中心型：各种物

料从起点移动到一个分拣中心或分发中心，然后再运往终点

。 B、搬运设备选择原则：a、根据距离与物流量的大小，确

定设备类型： 距离短，物流量小简单的搬运设备，如两轮手

推车. 距离短，物流量大复杂的搬运设备，如叉车. 距离长，

物流量小简单的运输设备，如机动货车. 距离长，物流量大复

杂的运输设备，如无人驾驶车辆。 b、根据设备的技术指标



和物料特点选择设备规模及型号。 C、搬运单元：物料搬运

时的基本装载方式。 (3)物料搬运的20条原则：规划原则.系统

化原则.物流流畅原则.精简原则.利用重力原则.充分利用空间

原则.集装单元化原则.机械化原则.自动化原则.最少设备原则.

标准化原则.灵活性原则.减轻自重原则.充分利用原则.维修保

养原则.摒弃落后原则.控制原则.生产能力原则.搬运作业效能

原则.安全原则。 2、物料搬运设备及器具选择应考虑的因素

(1)搬运设备选择的基本思路 A、明确问题性质. B、应有长远

考虑. C、牢记系统化概念. D、简化原则. E、选择合适的规格

型号. F、应考虑多方案比较。 (2)搬运设备选择应考虑的因素 

设备的技术性能.设备的可靠性.工作环境的配合和适应性.经

济因素.可操作性和使用性.消耗因素.备件及维修因素.与物料

的适配程度.物料的运动方式。 五、企业生产战略对生产物流

的影响(理解) 企业生产战略(也称生产模式)是一种制造哲理

的体现，它支持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战略，并具体表现为生产

过程中管理方式的集成。 企业生产战略经历三个阶段：单件

生产(作坊式手工生产)、大批量生产(福特流水线式生产)、多

品种小批量生产(精益生产)。 1、单件生产模式 (1)背景 分为

三个阶段：阶段一：按每个用户的要求进行单件生产方式. 阶

段二：社会大分工. 阶段三：瓦特蒸汽时代。 (2)管理要点：

凭借个人的劳动经验和师傅定的行规进行管理 2、大批量生

产模式(MP) (1)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市场对产品数量的

需求剧增，大批量生产逐渐取代了单件生产。 这种生产模式

以流水线形式生产大批量、少品种的产品，以规模效应带动

生产率提高和成本降低，由此带来价格上竞争力。 (2)管理要

点 建立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即事先制订科学标准，然后编



制各级生产进度计划，对生产物流进行控制，并利用库存控

制对物料采购及分配过程进行相应的调节。 3、多品种、小

批量生产模式(也叫精益生产，LP) (1)背景 需求日益主体化、

个性化和多样化。 市场出现新的特征：产品品种日益增多，

产品结构发生变化，产品生命周期明显缩短，产品交货期缩

短。 企业为了能争取更多客户，必须要满足其不同需求，进

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 (2)管理要点 A、推进式模式 a、原

理：生产目标为人物料转化来组织制造资源.信息往返于每道

工序和每个车间.信息流和生产流完全分离，信息流控制的目

的是要保证按生产作业计划要求完成物料加工任务。 b、管

理的特色：能重点处理突发事件.大量运用计算机管理.以零件

为中心.以零件需求为依据.必要的库存。 B、拉动式模式 a、

原理：强调物流同步管理。一是必要的时间将必要数量的物

料送到必要的地点.二是必要的生产工具、工位器具要按位置

摆放挂牌明示.三是从最终市场需求出发，每道工序、上游车

间只生产后道工序、下游车间需要的数量。四是信息流与物

流完全结合，只是方向相反。 b、管理的特色：重点采用标

准化作业.计算机与看板管理相结合.以零件为中心.“消灭一

切浪费”的库存管理。 例题： 核心思想在于“消除一切不必

要的浪费”，在生产物流管理的实践中尽力消除不增值活动

和不必要环节的管理方法是( )。 A.TQC B.BPR C.MRP D.JIT 

六、MRP、 MRPⅡ的原理与运用(掌握) 1、MRP的原理 基于

产品结构的物料需求组织生产，根据产品完工日期和产品结

构规定生产计划。 2、MRP的特点 (1)用规划联动需求. (2)细

化计划工作. (3)应变能力增强. (4)降低成本，减少库存，并保

证生产过程中的物料需求及生产的正常运行。 3、MRPⅡ的



产生 由奥利夫怀特在1977年提出 4、MRPⅡ的原理 基本思想

是把MRP同其他所有与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工作和资源

以及财务计划连成一个整体，实现企业管理的系统化。 从系

统上看，MRPⅡ是一个封闭环系统.从控制观点看，MRPⅡ是

一个动态系统。 例题： 1、 ( )的基本思想是把MRP同其他所

有与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工作和资源以及财务计划连成

一个整体，实现企业管理的系统化。 A.ERP B.JIT C.DRP

D.MRPⅡ 5、MRPⅡ的特点 最大的特就是它运用管理会计的

概念，用货币形式说明了执行企业“物料计划”带来的效益

，实现物料信息同资金信息集成。即：把传统的帐务处理同

发生帐务的事务结合起来，不仅说明帐务的资金现状，而且

追溯资金的来龙去脉。 七、ERP的产生及思想(一般了解) 1

、ERP的产生 由美国加特纳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

，其核管理思想是供应链管理。 2、ERP的特征 (1)它是一个

面向供应链管理的管理信息集成. (2)它采用了网络通信技术.

(3)ERP系统同企业业务流程重组是密切相关的。 3、ERP

与MRPⅡ的区别 (1)资源管理范围方面. (2)生产方式管理方面.

(3)管理功能方面. (4)事务处理控制方面. (5)跨国(或地区)经营

事务处理方面. (6)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方面。 八、JIT的条件

与运用(理解) 1、JIT基本内容及其特点 基本思想：适时、适

量、适度生产。 (1)目标：A、废品量最低. B、库存量最低. C

、准备时间最短. D、生产提前期最短. E、减少零件搬运，搬

运量低。 (2)要求：A、整个生产均匀化. B、尽量采用对象专

业化布局，用以减少排队时间、运输时间和准备时间. C、从

根源上强调全面质量管理. D、通过产品的合理设计，使产品

与市场需求相一致，并且易生成，易配送。 (3)特点：A、一



种积极的和动态的系统. B、拉动方式. C、采用强制性方法解

决生产中存在的不足。 2、JIT方式的技术体系构造 课后习题 

单选： 1、()是指物流运动过程中一定时间内按规定标准修正

、折算得搬运和运输量。 A、物料活性 B、当量物流量 C、物

流量 D、物流需求 2、一般说来，A类物料占品种数

的5%-10%，物流量占()以上。 A、10% B、20% C、50% D

、70% 3、一般说来，B类物料占品种数的()左右，物流量

占20%左右。 A、10% B、20% C、50% D、70% 4、工厂的()应

解决工厂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位置，同时还应解决物料的流

向和流程、厂内外运输的连接及运输方式。 A、总体布置 B

、车间布置 C、作业单位布置 D、存储布置 5、()是一种将相

似设备或功能集中布置在一个地方的布置形式。适用于多品

种、小批量生产方式，医院是采用此布局的典型。 A、产品

原则布置 B、定位布置 C、工艺原则布置 D、成组技术布置 6

、当物流量大、距离短式，采用()方法进行物料搬运较经济

。 A、直达型 B、渠道型 C、中心型 D、放射型 7、当距离短

，物流量小时应选择()进行物料搬运。 A、复杂的搬运设备 B

、简单的搬运设备 C、简单的运输设备 D、复杂的运输设备 8

、推进式模式是以()技术为核心的生产管理模式。 A.ERP

B.JIT C.DRP D.MRPⅡ 9、拉动式模式是以()技术为核心的生

产管理模式。 A.ERP B.JIT C.DRP D.MRPⅡ 10、MRPⅡ是由()

在1977年提出的，是对制造企业全部资源进行系统综合计划

的一种方法。 A、奥利夫&#8226.怀特 B、加特纳公司 C、丰

田公司 D、福特 11、物料需求计划的简称为() A.ERP B.JIT

C.DRP D.MRP 多选： 1、设计生产物流系统的原则有() A、物

料搬运的路程最短 B、尽量做到库存合理 C、选择合理的搬



运设备 D、选择合理的运输方式 2、属于生产物流设计中基本

要素的有() A、P B、N C、R D、T 3、按工作流程形式分类，

可以把设施布置形式分为() A、工艺原则布置 B、产品原则布

置 C、定位布置 D、存储布置 4、按生产系统功能分类，可以

把设施布置形式分为() A、存储布置 B、销售布置 C、定位布

置 D、工厂项目布置 5、企业生产物流平面布置的基本形式

按( )分类。 A、工作流程 B、生产系统功能 C、物料行走路线

D、设施布局 6、物料搬运路线分成( )几种。 A、直达型 B、

渠道型 C、中心型 D、放射型 7、企业生产战略经历的三个阶

段是() A、作坊式手工生产 B、大批量生产 C、精益生产 D

、JIT生产 参考答案： 单选：BDBAC ABDBA D 多选：ABC

ACD ABC ABD AB ABC ABC 把物流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欢迎进

入：2009年物流师课程免费试听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

物流师论坛 欢迎免费体验：百考试题物流师在线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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