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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慧物流装备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

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慧物流装备应用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
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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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8354-2021 物流术语

3

GB/T 32827-2016

物流装备管理监控系统功能体系

GB/T 32828-2016

仓储物流自动化系统功能安全规范

GB/T 20523-2006

企业物流成本构成与计算

GB/T 24359-2009

第三方物流服务质量要求

GB/T 28531-2012

运输通道物流绩效评估与监控规范

GB/T 33449-2016

物流单证基本要求

GB/T 33458-2016

公路物流主要单证要素要求

GB/T 28577-2012

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

GB/T 36088-2018

冷链物流信息管理要求

GB/T 28843-2012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GB/T 21334-2017

物流园区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

GB/T 26821-2011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功能与设计要求

GB/T 23830-2009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开发指南

GB/T 23831-2009

物流信息分类与代码

GB/T 24358-2019

物流中心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

GB/T 22126-2008

物流中心作业通用规范

GB/T 35738-2017

物流仓储配送中心输送、分拣及辅助设备分类和术语

术语和定义
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物流 logistics
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
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使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进行实体流动的过程。
3.2 智慧物流 smart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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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及相关信息技术，通过
全面感知、识别、跟踪物流作业状态，实现实时应对、智能优化决策的物流服务系统。
3.3 智慧物流装备

intelligent logistics equipment

指在整个物流领域内具有感知、分析、推理、决策、控制功能的智能装备。
3.4 物流信息技术 logist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以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主要手段实现对物流各环节中信息的获取、处理、传
递和利用等功能的技术总称。
3.5 云仓 cloud storage
指利用云计算以及现代管理方式，依托仓储设施进行货物流通的全新物流仓储体
系产品。
3.6 物流机器人

full-automation robot for logistics

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能代替人执行物流作业预期任务，可重复编程的自动
控制操作机。
3.7 智慧运输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指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快速发展，强调信息流与物
质流快速、高效、通畅地运转的物流运作方式。
3.8 智慧快递

intelligent express

利用物联网、云计算、GPS定位、路径算法等新一代技术, 将用户委托的文件或
包裹，通过智能化、科技化的手段快捷而安全地从发件人送达收件人的的新型运输方
式。
3.9 移动协助机器人

partial-automation robot for logistics

用于辅助人工作业的可移动智能机器人。
3.10 并联机器人

parallel robot

通过至少两个独立的运动链相连接，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由度，且以并联方式
驱动的一种闭环机构。
3.11 穿梭车

rail guided vehicle

指基于自动化仓储系统，通过自动搬运至指定端口，实现货物快速上架等操作的
智能机器人。
3.12 车货智能匹配系统

Vehicle cargo matching system

指通过线路、关系、价格等多个维度，规划最优行车路线，优化配载效率，以实
现便捷发货、精准配车、动态跟踪、安全交易等功能的物流货运系统。
3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物流服务与管理、快递运营管理、冷链物流服务与管理、机电设
备安装与维修、电子商务、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物联网技术应用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物流管理、铁路物流管理、港口物流管理、物流工程技术、物流
信息技术、快递运营管理、物流金融管理、工程物流管理、移动商务、电子商务、物
联网应用技术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物流工程、物流管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控制
技术、物联网工程、计算机应用工程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物联网工程、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智
能控制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物流设施运行与维护、物流服务与管理、冷链物流服务与管理、
邮政快递运营、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物联网技术应用等相关
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物流工程技术、现代物流管理、航空物流管理、铁路物流管理、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港口物流管理、工程物流管理、采购与供应管理、智能物流技
术、供应链运营、电子商务、移动商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智能制造装备技术、智
能控制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物流工程技术、现代物流管理、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
务、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技术、智能控制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
物联网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物联网工程、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智
能控制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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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职业岗位（群）
【智慧物流装备应用】（初级）：面向物流企业或企业物流部门从事机器手臂、

无人车等设备操作与管理；智能拣选、智能存储等作业与业务管理等岗位工作。
【智慧物流装备应用】（中级）：面向物流企业或企业物流部门从事物流装备设
计与实施、智慧物流装备辅助开发、智慧物流装备现场调试，可进行机器手臂、无人
车等设备操作与管理；智能拣选、智能存储等作业与业务管理等岗位工作。
4

【智慧物流装备应用】（高级）：面向物流企业或企业物流部门从事机器手臂、
无人车等设备操作与管理；物流装备设计与实施、智慧物流装备辅助开发、智慧物流
装备现场调试，智能拣选、智能存储等作业与业务管理；智慧物流装备规划、供应链
协同优化、物流智能决策等岗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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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智慧物流装备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

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智慧物流装备应用】（初级）：能根据作业流程的规定，正确使用机器手臂、
无人车等智慧物流设备，完成智慧物流装备的操作与管理、仓储作业、运输、配送等
作业活动，并能够完成简单故障的排除。
【智慧物流装备应用】（中级）：能根据业务管理的要求，完成智慧物流装备中
的机器手臂、无人车的操作规程设计、安全规范制订、运维方案设计、优化建议、智
慧物流装备的需求分析、功能设计、运行调试等工作。
【智慧物流装备应用】（高级）：能根据业务需求和物流行业新技术的变化，完
成智慧物流装备选型、智慧物流装备实施方案设计、智慧物流系统集成、智慧物流装
备辅助开发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智慧物流装备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流数据采集
1.智慧物流
数据采集与
信息处理
1.2 智慧物流信
息
处理
1.3 传感设备使
用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采购作业场景要求，完成 WMS、TMS
等智慧化运营平台的业务信息采集与录入。
1.1.2 能根据运输作业场景要求，完成 WMS、TMS
等智慧化运营平台的业务信息采集与录入。
1.1.3 能根据仓储作业场景要求，完成 WMS、TMS
等智慧化运营平台的业务信息采集与录入。
1.1.4 能根据配送作业场景要求，完成 WMS、TMS
等智慧化运营平台的业务信息采集与录入。
1.2.1 能对典型的 ERP、TMS、WMS、CRM 系统等智
慧化运营平台进行操作。
1.2.2 能导出典型的 ERP、TMS、WMS、CRM 系统的
主要业务处理结果。
1.2.3 能对业务处理结果进行汇总报告。
1.3.1 能掌握物流领域常见传感器、二维码（阅读
器）、生物识别、RFID、GPS/GIS（定位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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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仓储、运输、包装、流通加工等作业环节的使
用和应用。
1.3.2 能识别各类电子标签贴，贴放在合理位置。
1.3.3 能合理使用及设置阅读器和布置天线。
1.1.1 能进行机械手臂的安装。
2.1 仓内机械手 1.1.2 能进行上位机的安装。
臂安装
1.1.3 能进行动作组下载。
1.1.4 能进行动作编辑及调用。
2.2.1 能利用仓内机械手臂完成货物识别。
2.2.2 能利用仓内机械手臂完成入库收货操作。
2.2.3 能利用仓内机械手臂完成商品上架操作。
2.2 仓内机械手
2.2.4 能利用仓内机械手臂完成拣选分播操作。
2.智慧仓储 臂操作
2.2.5 能利用仓内机械手臂导出操作历史记录。
设备使用
2.2.6 能利用仓内机械手臂完成货物进行盘点操
作。
2.3.1 能利用云仓智能设备接收作业排程。
2.3.2 能利用云仓智能设备完成提货作业操作。
2.3 云仓智能设 2.3.3 能利用云仓智能设备完成仓库选择。
备操作
2.3.4 能利用云仓智能设备完成储位安排。
2.3.5 能利用云仓智能设备完成增值作业操作。
2.3.6 能利用云仓智能设备完成订单配送操作。
3.1.1 能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仓储地标。
3.1 无人仓储地
3.1.2 能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小车停车位。
标制作
3.1.3 能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显示屏。
3.2.1 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各节点组网。
3.2 无人仓储环
3.2.2 能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控制灯。
3．无人仓储 境设置
3.2.3 能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车辆代码。
应用
3.3.1 能对 AGV 物流车进行充值。
3.3.2 能对 AGV 物流车进行路线规划和操作控制。
3.3 AGV 物流车应
3.3.3 能对 AGV 物流车进行速度调节。
用
3.3.4 能对 AGV 物流车实现红外避障。
3.3.5 能对 AGV 物流车实现语音播报。
4.1.1 能完成包裹称重与体积检测。
4.1 包裹称重与
4.1.2 能完成包裹差异的处理。
体积检测
4.1.3 能完成违禁包裹处理。
4.2 电子面单系 4.2.1 能开通电子面单服务。
统使用
4.2.2 能打印快递单。
4.智慧快递
4.3.1 能进行地点检索。
装备使用
4.3 路由分单
4.3.2 能进行网点匹配。
4.3.3 能进行集包操作。
4.4.1 能根据设置路线围栏。
4.4 路线规划
4.4.2 能进行短途派送的电动车、小区内部步行的
路线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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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智慧物流装备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智慧物流系
统选用

1.智慧物流
数据采集与
信息处理

1.2 智慧物流数
据处理

1.3 传感设备选
型及配置

2.1 仓内机械手
臂安装

2.智慧仓储
设备使用

2.2 仓内机械手
臂操作

2.3 云仓智能设
备操作

3．无人仓储
应用

3.1 无人仓储地
标应用

3.2 无人仓储环
境应用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快递、快运、行业物流等不同场景要
求，选用合适智慧物流系统。
1.1.2 能根据合适的智慧物流系统进行服务器选
型。
1.1.3 能根据现场场景进行网络的选型。
1.2.1 能根据典型的 TMS、WMS、CRM、ERP 系统的
结果进行评估。
1.2.2 能根据典型的 TMS、WMS、CRM、ERP 系统的
结果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
1.2.3 能根据运营结果进行流程优化。
1.3.1 能掌握物流领域常见传感器、二维码、生物
识别、RFID 电子标签等设备的选型。
1.3.2 能配置常见传感器、二维码、生物识别、RFID
电子标签。
1.3.3 能配置及优化阅读器。
1.3.4 能进行电子标签天线的选型。
2.1.1 能进行机械手臂的安装。
2.1.2 能进行舵机的安装。
2.1.3 能进行上位机的安装。
2.1.4 能进行动作编辑及调用。
2.1.5 能通过串口通信协议控制机械手臂。
2.2.1 能根据仓储作业需求，完成智能仓手臂的选
用、初始设置、系统部署与系统实施。
2.2.2 能根据仓储作业需求、智能手臂特点，完成
作业流程、作业标准设计与管理。
2.2.3 能根据不同客户需求、智能手臂的功能，进
行客户方案设计。
2.3.1 能利用云仓系统，进行区域分仓、季节性分
仓和活动分仓选择。
2.3.2 能利用云仓系统，根据不同客户需求，撰写
客户方案。
3.1.1 能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编码实现仓储地标信
息。
3.1.2 能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编码实现小车停车位
信息。
3.1.3 能根据实际情通过编码实现显示屏信息。
3.2.1 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各节点组网。
3.2.2 能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编码实现控制灯。
3.2.3 能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编码实现车辆代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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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慧快递
装备优化

制。
3.3.1 能通过编码实现 AGV 物流车路线规划。
3.3.2 能通过编码实现 AGV 物流车操作控制。
3.3 AGV 物流车应 3.3.4 能通过编码实现对 AGV 物流车进行速度调
用
节。
3.3.4 能通过编码实现 AGV 物流车实现红外避障。
3.3.5 能通过编码实现 AGV 物流车实现语音播报。
4.1.1 能根据自动分拣系统和不同业务应用场景，
4.1 包裹称重与 选用合适称重与体积检测设备。
体积检测
4.1.2 能根据作业结果对包装工艺、作业质量管理
进行优化设计。
4.2.1 能根据业务需求，选购合适打印机。
4.2 电子面单系
4.2.2 能根据业务需求，选购合适打单软件。
统应用
4.2.3 能够设置快递模板。
4.3.1 能利用快递管理系统，根据需求分析与预
测，对区域快递网点进行规划与调整。
4.3 路由分单
4.3.2 能根据快递管理系统，选用关键绩效指标，
分析路由分单效率，编制优化提升方案。
4.4.1 能利用快递管理系统，分析作业结果并对路
线进行优化设计。
4.4 路线规划
4.4.2 能利用快递管理系统，对路线规划原则提出
优化建议。

表 3 智慧物流装备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物流信息系
统方案设计

1.智慧物流
信息系统集
成与传感设
备设计

1.2 物流信息系
统集成

1.3 传感设备设
计

2.智慧仓储
装备设计

2.1 智慧仓机械
手臂选型
2.2 智慧仓储应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根据各类作业场景要求，进行物流信息系
统需求调研。
1.1.2 能根据需求调研，撰写物流信息系统方案。
1.2.1 能根据各类作业场景要求，编制信息系统使
用功能需求说明书。
1.2.2 能根据企业业务运营现况和行业发展趋势，
编制信息系统集成方案和升级迭代路线图。
1.3.1 能掌握传感通信系统设计。
1.3.2 能根据业务场景、技术变更，优化选择传感
设备。
1.3.3 能根据业务场景、技术变更，优化传感设备
配置。
2.1.1 能根据智慧仓特点，根据不同场景进行机械
手臂需求调研。
2.1.2 能结合智慧仓特点，根据不同场景进行机械
手臂选型。
2.2.1 能结合智慧仓特点，根据不同行业特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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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解决方案设计

同作业流程，抽象典型需求，撰写行业级智慧仓应
用解决方案。
2.2.2 能根据智慧仓应用要求，进行作业流程再
造。
2.3.1 能结合智慧仓储装备、智慧运输装备，撰写
2.3 云仓应用解 进行全网的仓储体系设计与规划方案。
决方案设计
2.3.2 能结合智慧仓储装备、智慧运输装备，撰写
行业级客户解决方案。
3.1 无人仓储地 3.1.1 能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仓储地标信息。
标设计
3.1.2 能根据实际情况设计显示屏信息。
3.2.1 能根据实际情况设计无人仓储网络节点。
3.2 无人仓储环
3.2.2 能根据实际情况设计控制灯。
境设计
3．无人仓储
3.2.3 能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车辆代码控制。
设计
3.3.1 能通过编码设计 AGV 物流车外观和载重量。
3.3.2 能通过编码设计 AGV 物流车的操作控制。
3.3 AGV 物流车设
3.3.4 能通过编码设计 AGV 物流车的路线规划。
计
3.3.4 能通过编码设计 AGV 物流车的避障线路。
3.3.5 能通过编码设计 AGV 物流车的语音播报。
4.1.1 能对电子面单数据数据采集指标进行设计。
4.1 电子面单设
4.1.2 能根据行业发展变化趋势和技术变革趋势，
计
对电子面单系统进行重新设计。
4.2.1 能利用智慧快递系统，对需求进行分析与预
测，对全国分拨体系进行设计。
4.智慧快递 4.2 路由分单
4.2.2 能利用智慧快递系统，对需求进行分析与预
装备设计
测，对全国快递网点进行规划。
4.3.1 能利用智慧快递系统，编制路线规划指导原
则。
4.3 路线规划
4.3.2 能利用智慧快递系统，设置路线规划关键指
标，建立持续优化改善机制。
5.1.1 能跟踪可追溯技术发展趋势，及时编制转型
5.1 可追溯系统 升级路线路。
设计与研发
5.1.2 能根据医药、食品等重点行业发展趋势，更
新和设计可追溯系统。
5.2.1 能根据医药、食品等重点行业发展趋势，撰
5.其他智慧
5.2 冷链解决方 写行业级解决方案。
物流装备设
案设计
5.2.2 能根据冷库特殊使用环境，对其他智能物流
计
装备进行改造设计。
5.3.1 能根据各类作业场景要求、行业竞争、技术
5.3 智能装备集 现况，进行智能装备系统集成。
成
5.3.2 能根据技术发展，撰写智能装备系统集成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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