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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入库管理 

环境准备 

1、场地：实训库房 

实训库房内具体布局情况见下图。 

 

实训库房布局图 

在入库作业实训中所能涉及到的场地包括：主通道、入库理货区、设备暂存区以及各存

储区域，具体储区依据各入库任务而定。 

2、设施设备 

实训中所用到的设备和设施见下表。 

 

序号 设备类别 详细信息 

1 软件 仓储管理系统 

2 硬件 手持终端（RF） 

3 搬运设备 手动液压搬运车 

4 装卸设备 液压堆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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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储设备 托盘 

6 条码 货物条码、托盘标签、储位标签 

3、单据 

送货单、入库单、储位分配单。 

各单据内容见附录 1：入库作业单据。 

4、岗位角色及职责 

序号 岗位角色 职责 备注 

1 信息员 

（客服人员） 

订单信息录入 若实训人员较多，可另

设验收员、搬运员、理

货员等岗位；或者可以

安排多个仓管员进行配

合作业。 

2 仓管员 货物验收、入库作业及入库单据填写 

3 送货员 货物送达、入库交接处理 

 

任务发布 

运达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实力雄厚的以仓储业务为主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根据客户要

求，其该公司将仓库划分为立体仓库区、摘果货架区、托盘货架区、电子拣选区、平堆区。

物美超市主要经营康师傅天然水、汇源纯净水、维达卷筒纸、雨森卷筒纸等产品，其与运达

物流有限公司首次合作，已签订物流仓储服务合同。 

2013 年 12 月 16 日上午，运达物流有限公司的仓管员王明以 E-mail 方式接到客户物美

超市的入库作业任务，将有 5 箱康师傅天然水送抵实训库房，进行入库作业处理，具体入库

的货品、数量等信息见下表： 

客户名称 物美超市 库房 

 

实训库房 

 

入库方式 送货 订单来源 E-mail 

批次 货品 条码 数量 单位 储区 

储位 

20131216 康师傅天然水 6942417395437 5 箱 托盘货架区 

C00700-A00000 

【备注】：上述入库货品的储位信息可以结合实训库房内的实际情况进行更改，只要保

证货品待上架的储位为空即可。 

储位存放配置信息： 

货物名称 康师傅天然水 

库房 实训库房 

区名称 托盘货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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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编码 C00700 

储位标签 C00700-A00000 

包装单位 箱 

仓库托盘量 15 

仓库中目前有备用托盘 15 个，托盘标签号设定见下表： 

托盘编码说明  

序号  托盘标签号（13 位） 备注  

1 1000000000001 备用  

2 1000000000002 备用  

3 1000000000003 备用  

4 1000000000004 备用  

5 1000000000005 备用  

6 1000000000006 备用  

7 1000000000007 备用  

8 1000000000008 备用  

9 1000000000009 备用  

10 1000000000010 备用  

11 1000000000011 备用  

12 1000000000012 备用  

13 1000000000013 备用  

14 1000000000014 备用  

15 1000000000015 备用  

任务要求： 

实训教师在授课前须维护必要的基础信息，所需维护信息包括：货品信息、储位存放规

格信息。此外，还需打印并粘贴货品条码、托盘标签；检查储位标签是否完好，对于破损储

位标签需要重新打印；打印入库单、送货单、储位分配单。 

信息员将入库订单进行入库单据的录入及作业任务的生成。 

送货员将货物送达仓库，并与仓管员进行入库交接。 

仓管员对入库货品进行验收、入库作业，配合使用手持终端进行无纸化入库作业，将货

品上架到指定货位。 

 

任务操作：入库作业 

1、任务流程 

根据入库通知，仓库需要入库一批康师傅天然水，入库存储的区域是托盘货架区。 

在入托盘货架区的实训过程中，所涉及的作业区域包括： 

入库理货区，入库实训中该区域为入库订单处理、入库检验、单据交接、货品入库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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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作业场所； 

设备暂存区，货物理货清点完毕后，搬运人员需从设备暂存区取出搬运设备，将理货完

成的货物从理货区搬运至托盘货架区； 

托盘货架区，待货物都搬运至托盘货架区后，需要上架至托盘货架区的指定储位。 

2、任务操作 

步骤一：入库计划 

信息员接到客户入库订单后，会生成入库作业计划并传递给仓库，由仓管员打印入库单

处理后续入库作业任务。 

入库作业首先需要录入订单，并对订单进行处理，这样手持终端才能接收到作业任务，

以进行后续的理货、上架操作。 

进入【订单管理】系统，根据实训任务要求，在【入库计划】中【新增】入库订单，分

别对订单信息、订单入库信息及订单货品进行维护，如图 1-1、1-2、1-3 所示。  

 

图 1-1  订单信息 

 

图 1-2  订单入库信息 

 
图 1-3  订单货品 

步骤二：订单处理   

保存并提交入库订单后，进入【订单管理】--【订单处理】操作界面，【确认】订单信

息，并【确认生成】入库计划，如下图 1-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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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订单处理 

 

图 1-5  确认生成入库计划 

步骤三：入库验收 

仓管员会检查货品外包装是否有破损，货物品类、数量是否与入库通知单相符合。仓管

员确认实收康师傅天然水 5 箱，与订单数量、品类、质量相符，可确认入库。 

仓管员根据实际验收情况填写入库单实收数量、货位号并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仓管员

主动与送货员交接，要求送货员在入库单相应位置签字确认。 

步骤四：组托和上架确定 

在【入库管理】--【入库作业】中进行组托和上架状态的【确定】，如图 1-6、1-7 所示。 

 

图 1-6  组托确定前 

 

图 1-7  组托确定后 

步骤五：RF 组托 

组托状态确定后，仓管员（理货员）会将入库的货品堆码到托盘上，进行入库理货操作。

在堆码时需注意：堆码高度不要超高；要将货品的条码向外侧摆放，便于手持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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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品在托盘上理货完成后，仓管员会利用手持终端进行组托作业。 

仓管员用指定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手持终端系统，并选择指定的库房，如图 1-8 所示。 

 

图 1-8  手持终端用户登录 

登录手持终端系统后，进入其应用操作主功能界面，如图 1-9 所示。选择【入库作业】，

进入到组托的操作界面。利用手持终端扫描货品条码、扫描托盘标签，确认实收数量，见图

1-10：  

     

图 1-9  手持终端主功能界面                 图 1-10  组托操作界面 

待上述信息处理完成后，点击【确定】，提交组托信息，点击【保存】并【提交】组托结果。 

步骤六：入库上架 

组托理货作业完毕后，搬运员将货物搬运到托盘货架交接区，卸下货物，将搬运车归位，

并从设备暂存区取出堆高车放置于交接区。 

搬运员需要利用手持终端获得待上架货品的储位信息。登录手持终端系统后，进入其应

用操作主功能界面，选择【入库作业】，进入到上架的操作界面，见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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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入库上架 

可以看到待上架货物“康师傅天然水”的信息。利用手持终端采集托盘标签信息，信息采

集成功后，手持终端系统自动提示货品及目标储位等信息，如图 1-12 所示界面。 

根据提示的储位信息，找到提示的储位。利用手持终端扫描储位标签，再点击【确认】，

进入图 1-13 所示界面。 

  

图 1-12  确认上架 

  

图 1-13  上架完成 

点击【确认】完成手持上架操作后，搬运员将一托盘康师傅天然水放置到堆高车的货叉

上，踩下叉车，反复踩动液压脚踏杆，提升货叉至相应货架货位高度；松开刹车将托盘推送

至货架上方，缓慢放下货叉，将货盘货物放在货架上。 

待货品组托、入库上架操作完成后，需要对整个入库作业进行反馈处理，确认整个入库

操作已经完成。 

步骤七：入库作业反馈 

待操作员将货物上架到指定的货位后，仓管员接到上架完成的信息后，登陆到系统中。

在【入库管理】界面，选择【入库完成】，在该界面中可以看到入库订单，见图 1-14： 

 

图 1-14  入库完成 

在图 1-14 中，点击【入库完成】完成入库操作的反馈操作。至此，手持终端在入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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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应用已操作完毕。 

待货物入库上架操作完毕后，搬运员需将设备归为放置妥当。 

 

模块二  出库管理 

环境准备 

1、场地：实训库房 

实训库房内具体布局情况见下图。 

 

  

实训作业区域图 

在出库实训中所能涉及到的场地包括：托盘货架区、立体仓库区、包装区，出库理货区。 

2、设施设备 

实训中所用到的设备和设施见下表。 

序号 设备类别 详细信息 

1 软件 仓储管理系统 

2 硬件 手持终端（RF） 

3 装卸、搬运设备 堆高车、搬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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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码 货物条码、托盘标签、储位标签 

5 存储设备 托盘、周转箱 

6 其他设备 模拟货品、包装箱、开箱器、纸、笔 

3、单据 

出库通知单、提货单，具体格式详见附录 2。 

4、岗位角色及职责 

序号 岗位角色 职责 

1 信息员 订单信息录入 

2 仓管员 出库理货、出库单据交接 

3 搬运员 货物下架、搬运作业 

4 提货员 货物提取 

任务发布 

2013 年 12 月 17 日上午，运达物流有限公司的仓管员王明收到客户物美超市的出库通

知，将提取 8 箱海得润滋饮用纯净水，具体出库的货品、数量等信息见下表： 
客户名称 物美超市 库房 实训库房 

货品 条码 托盘标签 出库数量 单位 储区 

储位 

海得润滋饮

用纯净水 

6930363

000468 

1000000000002 8 箱 托盘货架区 

C00700-B00002 

【备注】：上述出库货品的储位信息可以结合实训库房内的实际情况进行更改，只要保

证待下架货品与储位信息一致即可。 

任务要求： 

实训课程前，教师需要确定待下架的货品信息情况，核对货品标签、储位标签是否清晰、

可识别，对于标签破损的需要重新打印标签，粘贴在易于扫描的位置。此外，还需打印出库

通知单、提货单。 

信息员将出库订单进行出库单据的录入及作业任务的生成。 

仓管员根据出库单准备拣货及搬运设备，进行拣选和下架作业。 

提货员根据提货单核查货物，货物核查完毕后，与仓管员进行单据交接。 

 

任务操作：出库作业 

1、任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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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员接到出库通知后，生成出库作业计划，交给仓管员进行后续的出库作业处理，待

取货人员来提货进行出库交接。 

根据客户订单信息要求，仓管员核对信息时，待出库的货物在托盘货架区，且需出库下

架整托货品，在这个整托出库的作业任务中，涉及到的作业区域包括： 

托盘货架区，货物整托下架作业区域； 

设备暂存区，搬运员取用下架、搬运设备的作业区域； 

出库理货区，货物在出库前进行清点核对、出库单据交接的作业区域。 

2、任务操作 

步骤一：客户订单管理 

无纸化整托出库作业首先需要录入出库订单，并对订单进行处理，再利用手持终端完成

拣货、下架操作。 

信息员接到客户的出库通知后，进入【订单管理】系统，根据实训任务要求，在【客户

订单】中【新增】一个出库订单，分别对订单信息、订单出库信息及订单货品进行维护，如

图 2-1、2-2、2-3 所示。  

 

图 2-1  订单信息 

 

图 2-2  订单出库信息 

 

图 2-3  订单货品 

步骤二：订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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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库订单信息录入后，需要在【订单管理】中进行【订单处理】，【确认】订单信息，并

【确认生成】出库计划，如下图 2-4、2-5 所示。 

 
图 2-4  订单处理 

 
图 2-5  确认生成出库计划 

步骤三：出库计划确认 

    点击【出库管理】--【出库计划】进入出库计划页面，如图 2-6 所示。 

 
图 2-6  出库计划页面 

点击【出库计划】按钮进入出库任务单界面，可进行【查询库区】操作，【选择】货物

的出库存储区域，最后点击【确认】，完成出库计划确认工作，如图 2-7、2-8 所示。 

 

图 2-7  库区查询 



 仓储与配送实训教程  

12 
 

 

图 2-8  出库计划确认 

步骤四：重型货架拣选 

重型货架拣货作业是根据订单处理后的拣货作业单，对出库货品进行拣选操作。 

点击【出库管理】--【重型货架拣货】，进入到拣货作业单页面，如图 2-9 所示。 

 

图 2-9  拣货作业单 

选择拣货作业单，点击【拣选】按钮，进入到拣选页面。从待拣选作业区域中，勾选拣

货单，确认具体的下架货位信息，点选该条存储记录，系统将会把该储位的编号、货位号、

货品信息、批次等情况提取出来，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拣选作业 

填选待下架货品数量，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拣货】。完成重型货架下架拣选的系统

处理操作。 

步骤五：RF 拣选 

仓管员收到拣选作业计划后，利用手持终端启动出库作业任务。仓管员用指定的用户名

和密码登录手持终端系统，如图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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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手持终端用户登录 

登录手持终端系统后，进入其应用操作主功能界面，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手持终端主功能界面                 

选择【出库作业】，进入到待拣选任务栏，如图 2-13。 

 

 图 2-13  待拣选任务栏 

点击【拣货】按钮，启动拣选作业，进入出库下架作业，如图 2-14 所示。 

 

图 2-14  出库下架 

扫描托盘标签，系统会自动带出相应的储位、货品信息，信息采集成功后，手持终端系

统将自动显示默认拣货数量，如图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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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确认下架                       

下架信息核对无误后，点击【确定】，并【提交】，完成下架作业，如图 2-16 所示。 

 

图 2-16  出库下架完成               

步骤六：出库作业反馈 

下架完成后，点击【出库管理】-- 【重型货架拣货结果】，进入拣选结果页面，如图 2-17

所示。 

 

图 2-17  拣选结果 

点击【拣选结果】查看拣选单据，如图 2-18 所示。 

 

图 2-18  拣选单据 

下架完成后，使用叉车将货物搬运至托盘货架交接区，并将其放回设备暂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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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阁楼货架拣选（小件拣选） 

环境准备 

1、场地：实训库房 

实训库房内具体布局情况见下图。 

 

实训作业区域图 

在出库实训中所能涉及到的场地包括：栈板货架区、包装区、出库理货区。 

2、设施设备 

实训中所用到的设备和设施见下表。 

序号 设备类别 详细信息 

1 软件 仓储管理系统 

2 硬件 手持终端（RF） 

3 装卸、搬运设备 手推车 

4 条码 货物条码、周转箱标签、储位标签 

5 存储设备 周转箱 

6 其他设备 模拟货品、包装箱、开箱器、纸、笔 

3、单据 

出库通知单、提货单，具体格式详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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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岗位角色及职责 

序号 岗位角色 职责 

1 信息员 订单信息录入 

2 拣货员 货物拣选下架 

3 仓管员 包装理货、出库单据交接 

4 提货员 提取货物，单据交接 

 

任务发布 

2013 年 12 月 19 日上午，运达物流有限公司的仓管员王明收到客户物美超市的出库通

知，将提取 4 套小熊学美术套装（阶段 1-4）、3 套小熊学数学套装（阶段 1-4），具体出库的

货品、数量等信息见下表： 
客户名称 物美超市 库房 实训库房 

货品 条码 出库数量 单位 储区 

储位 

小熊学美术

套装 

6900000

000212 

4 套 栈板货架区 

B00700-A00000 

小熊学数学

套装 

6900000

000205 

3 套 栈板货架区 

B00700-A00001 

【备注】：上述出库货品的储位信息可以结合实训库房内的实际情况进行更改，只要保

证待下架货品与储位信息一致即可。 

任务要求： 

实训课程前，教师需要确定待下架的货品信息情况，核对货品标签是否清晰、可识别，

对于标签破损的需要重新打印标签，粘贴在易于扫描的位置。此外，还需打印出库通知单、

提货单。 

信息员将出库订单进行出库单据的录入及作业任务的生成。 

拣货员根据出库单进行拣选、下架作业，仓管员准备搬运设备并完成包装理货作业。 

提货员根据提货单核查货物，货物核查完毕后，与仓管员进行单据交接。 

 

任务操作：小件拣选作业 

1、任务流程 

信息员接到出库通知后，生成出库作业计划，交给仓管员进行后续的出库作业处理，待

取货人员来提货进行出库交接。 



 仓储与配送实训教程  

17 
 

根据客户订单信息要求，仓管员打印出库通知单，并移交给拣货员。由拣货员完成分拣

下架的操作，在整个作业过程中，涉及到的作业区域包括： 

栈板货架区，拆零拣选出库作业区域； 

包装区，分拣核对与出库包装作业区域； 

出库理货区，货物在出库前进行清点核对、出库单据交接的作业区域。 

2、任务操作 

步骤一：客户订单管理 

阁楼货架拣选作业首先需要录入出库订单，并对订单进行处理，再通过人工拣选或电子

拣选完成拣货、下架操作。 

信息员接到客户的出库通知后，进入【订单管理】系统，根据实训任务要求，在【客户

订单】中【新增】一个出库订单，分别对订单信息、订单出库信息及订单货品进行维护，如

图 3-1、3-2、3-3 所示。  

 

图 3-1  订单信息 

 

图 3-2  订单出库信息 

 

图 3-3  订单货品 

步骤二：订单处理   

出库订单信息录入后，需要在【订单管理】中进行【订单处理】，【确认】订单信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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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生成】出库计划，如下图 3-4、3-5 所示。 

 

图 3-4  订单处理 

 
图 3-5  确认生成出库计划 

步骤三：出库计划确认 

    点击【出库管理】--【出库计划】进入出库计划页面，如图 3-6 所示。 

 

图 3-6  出库计划页面 

点击【出库计划】按钮进入出库任务单界面，可进行【查询库区】操作，【选择】货物

的出库存储区域，最后点击【确认】，完成出库计划确认工作，如图 3-7、3-8 所示。 

 

图 3-7  库区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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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出库计划确认 

步骤四：阁楼货架拣选 

阁楼货架拣选是根据订单处理后的拣货作业单，对阁楼式货架出库货品进行拣选操作。  

点击【出库管理】--【阁楼货架拣货】，进入到拣货作业单页面，如图 3-9 所示。 

 

图 3-9  拣货作业单 

选择拣货作业单，点击【拣选】按钮，进入到拣选页面。从待拣选作业区域中，勾选拣

货单，确认具体的下架货位信息，点选该条存储记录，系统将会把该储位的编号、货位号、

货品信息、批次等情况提取出来，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拣选作业 

填选待下架货品数量，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拣货】。完成阁楼货架下架拣选的系统

处理操作。 

待货物拣选操作完毕后，仓管员核对周转箱出库清单和货品信息，然后进行包装理货作

业，将打包后的货物放置手推车上搬运至出库交接区。 

步骤五：装车配送 

拣货作业完成后，需要将客户所需货物进行装载，并运至客户指定位置。 

利用手持终端启动配送装车任务，用指定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手持终端系统，如图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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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手持终端用户登录 

登录手持终端系统后，进入其应用操作主功能界面，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手持终端主功能界面                 

选择【配送装车】，进入到装车确认任务栏，进行【装车确认】操作，如图 3-13。 

 

 图 3-13  装车确认 

装车确认后，点击【装车配送管理】-- 【装车查询】，进入装车查询页面，对装车信息

进行查询，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装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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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配送签收】，进入到签收确认任务栏，进行【签收确认】操作，如图 3-15 所示。 

 

图 3-15  签收确认 

签收确认后，点击【装车配送管理】-- 【配送查询】，进入配送查询页面，对配送信息

进行查询，如图 3-16 所示。 

 
图 3-16  配送查询 

 

模块四  摘果拣选 

环境准备 

1、场地：实训库房 

实训库房内具体布局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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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作业区域图 

在出库实训中所能涉及到的场地包括:电子拣选区、自动化分拣区、出库理货区。 

2、设施设备 

实训中所用到的设备和设施见下表。 

序号 设备类别 详细信息 

1 软件 仓储管理系统 

2 硬件 手持终端（RF） 

3 装卸、搬运设备 手推车 

4 条码 货物条码、周转箱标签、储位标签 

5 存储设备 周转箱 

6 其他设备 模拟货品、包装箱、胶带、笔 

3、单据 

出库通知单、提货单，具体格式详见附录 2。 

4、岗位角色及职责 

序号 岗位角色 职责 

1 信息员 订单信息录入 

2 拣货员 货物拣选下架 

3 仓管员 包装理货、出库单据交接 

4 提货员 提货出库、单据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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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发布 

2013 年 12 月 19 日下午，运达物流有限公司的仓管员王明收到客户物美超市的出库通

知，要求提取 3 瓶汇源纯净水、3 瓶娃哈哈饮用纯净水、4 卷维达卷筒纸、4 卷丽邦卷筒纸

交给提货员送至美廉美超市，具体出库的货品、数量等信息见下表： 
客户名称 物美超市 库房 实训库房 

货品 条码 出库数量 单位 储区 

储位 

汇源纯净水 6923555

218482 

3 瓶 电子标签区 

E00700-A00002 

娃哈哈饮用

纯净水 

6902083

881405 

3 瓶 电子标签区 

E00700-A00101 

维达卷筒纸 6901236

373958 

4 卷 电子标签区 

E00700-A00003 

丽邦卷筒纸 6922398

205529 

4 卷 电子标签区 

E00700-A00004 

【备注】：上述出库货品的储位信息可以结合实训库房内的实际情况进行更改，只要保

证待下架货品与储位信息一致即可。 

仓库中目前有备用周转箱 10 个，周转箱标签号设定见下表： 

托盘编码说明  

序号  周转箱标签号（13

位）  

备注  

1 3000000000001 备用  

2 3000000000002 备用  

3 3000000000003 备用  

4 3000000000004 备用  

5 3000000000005 备用  

6 3000000000006 备用  

7 3000000000007 备用  

8 3000000000008 备用  

9 3000000000009 备用  

10 3000000000010 备用  

任务要求： 

实训课程前，教师需要确定待下架的货品信息情况，核对货品标签是否清晰、可识别，

对于标签破损的需要重新打印标签，粘贴在易于扫描的位置。此外，还需打印出库通知单、

提货单。 

信息员将出库订单进行出库单据的录入及作业任务的生成。 

拣货员根据出库单进行拣选、下架作业，仓管员准备搬运设备并完成包装理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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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货员根据提货单核查货物，货物核查完毕后，与仓管员进行单据交接。 

 

任务操作：摘果拣选作业 

1、任务流程 

信息员接到出库通知后，生成出库作业计划，交给仓管员进行后续的出库作业处理，待

取货人员来提货进行出库交接。 

根据客户订单信息要求，仓管员打印出库通知单，并移交给拣货员。由拣货员完成分拣

下架的操作，在整个作业过程中，涉及到的作业区域包括： 

摘果式电子货架，拆零拣选出库作业区域； 

自动分拣区，分拣下架货品搬运作业区域； 

包装区，分拣核对与出库包装作业区域； 

出库理货区，清点核对货物、出库单据交接的作业区域。 

2、任务操作 

步骤一：客户订单管理 

摘果式拣选作业首先需要录入出库订单，并对订单进行处理，再通过电子拣选完成拣货、

下架操作。 

信息员接到客户的出库通知后，进入【订单管理】系统，根据实训任务要求，在【客户

订单】中【新增】一个出库订单，分别对订单信息、订单出库信息及订单货品进行维护，如

图 4-1、4-2、4-3 所示。  

 

图 4-1  订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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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订单出库信息 

 

图 4-3  订单货品 

步骤二：订单处理   

出库订单信息录入后，需要在【订单管理】中进行【订单处理】，【确认】订单信息，并

【确认生成】出库计划，如下图 4-4、4-5 所示。 

 
图 4-4  订单处理 

 
图 4-5  确认生成出库计划 

步骤三：出库计划确认 

    点击【出库管理】--【出库计划】进入出库计划页面，如图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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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出库计划页面 

点击【出库计划】按钮进入出库任务单界面，可进行【查询库区】操作，【选择】货物

的出库存储区域，最后点击【确认】，完成出库计划确认工作，如图 4-7、4-8 所示。 

 

图 4-7  库区查询 

 

图 4-8  出库计划确认 

步骤四：摘果式拣选 

摘果式拣选是根据订单处理后的拣货作业单，对电子标签区的出库货品进行拣选操作。  

点击【出库管理】--【立库/电子标签拣货】，进入到拣货作业单页面，如图 4-9 所示。  

 

图 4-9  拣货作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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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拣货作业单，点击【拣选】按钮，进入到拣选页面。从待拣选作业区域中，勾选拣

货单，确认具体的下架货位信息，点选该条存储记录，系统将会把该储位的编号、货位号、

货品信息、批次等情况提取出来，如图 4-10 所示。 

 
图 4-10  拣选作业 

填选待下架货品数量，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拣货】，完成拣货操作。 

步骤五：添加周转箱 

拣货员根据订单拣选出所需货品后，需要在设备暂存区取一个空置周转箱，将出库单粘

贴在周转箱上，并将周转箱放置到摘果式分拣线上。 

拣货完成后，返回到拣货作业单，点击【添加周转箱】，选择周转箱编号后，【确定】并

【保存周转箱】，如图 4-11 所示。 

 
图 4-11  选择周转箱 

完成周转箱选取后，返回到拣货作业单，点击【发送】按钮，将单据发送出去。 

发送成功后，拣货员利用手持终端启动电子标签周转箱扫描任务，用指定的用户名和密

码登录手持终端系统，完成周转箱确认，如图 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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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手持终端用户登录 

登录手持终端系统后，进入其应用操作主功能界面，如图 4-13 所示。 

 

图 4-13  手持终端主功能界面               

选择【电子标签周转箱扫描】，进入到周转箱确认任务栏，输入周转箱号后点击【确认】，

手持终端会将电子标签点亮，完成周转箱确认操作，如图 4-14。 

 

图 4-14  周转箱确认 

待货物拣选操作完毕后，仓管员核对周转箱出库清单和货品信息，拣货员需要将待出库

货物放置到输送线上，利用输送线将货物运送至包装区，将包装后的货物放置手推车上，搬

运至出库交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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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播种拣选 

环境准备 

1、场地：实训库房 

实训库房内具体布局情况见下图。 

  

在出库实训中所能涉及到的场地为播种拣选区、自动化分拣区、出库理货区，具体位置

见图中红色区域。 

2、设施设备 

实训中所用到的设备和设施见下表。 

序号 设备类别 详细信息 

1 软件 仓储管理系统 

2 硬件 手持终端（RF） 

3 装卸、搬运设备 堆高车、搬运车 

4 条码 货物条码、周转箱标签、储位标签 

6 存储设备 托盘、周转箱 

7 其他设备 模拟货品、包装箱、胶带、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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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据 

出库通知单、提货单，具体格式详见附录 2。 

4、岗位角色及职责 

序号 岗位角色 职责 

1 信息员 订单信息录入 

2 拣货员 货物拣选下架 

3 仓管员 包装理货、出库单据交接 

4 提货员 提货出库、单据交接 

 

任务发布 

2013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9 时，运达物流的仓储部客服人员王明以 E-mail 方式收到客户

物美超市的出库通知，要求出库一批货物并交给提货员运送至物美超市（平乐园分店）。出

库通知单如下表所示： 

出库通知单 

仓库名称：  实训库房                          2013 年 12 月 13 日 

采购订单号 2013121311 

客户指令号 2013121311 订单来源 E-mail 

客户名称 物美超市 质    量 正品 

出库方式 自提 出库类型 正常 

序号 货品编号 名称 单位 
申请 

数量 

实发 

数量 
备注 

1 6922868289127 优选卷筒纸  卷 7   

2 6922868288052 心相印茶语卷筒纸  卷 10   

3 6922266438820 清风超质感卷筒纸  卷 10   

       

合             计 27   

制单人：李蜜            提货人：刘宇宏                仓管员： 

 

2013 年 12 月 13 日 12 时，运达物流的仓储部客服人员王明以电话方式收到客户物美超

市的出库通知，要求出库一批货物发送至物美超市（太阳宫分店）。实训库房的仓管员是王

明。出库通知单如下表所示： 

 

出库通知单 

仓库名称：  实训库房                                 2013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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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订单号 2013121312 

客户指令号 2013121312 订单来源 电话 

客户名称 物美超市 质    量 正品 

出库方式 自提 出库类型 正常 

序号 货品编号 名称 单位 
申请 

数量 

实发 

数量 
备注 

1 6922398205529 丽邦卷筒纸  卷 30   

2 6922266438820 清风超质感卷筒纸  卷 20   

3 6922868289127 优选卷筒纸  卷 7   

合             计 57   

制单人：唐飞              提货人：马云                 仓管员： 

任务要求： 

请根据上述两个出库单的信息，分别要发送到两个不同的地址进行送货作业。在拣货出

库时，需要通过联合拣货从播种货架区将货品拣选出库，分装在两个不同的物料盒内，并从

不同的分拣口分拣出库。请结合上述案例要求，完成播种式拣选出库作业。 

任务操作：播种拣选作业 

1、任务流程 

客服员接到客户的出库通知后，生成出库作业计划，移交给仓管员进行后续的联合拣货

出库作业处理，待取货人员来提货进行出库交接。 

根据客户订单信息要求，仓管员打印出库通知单，并移交给拣货员。由拣货员完成分拣

下架的操作，整个作业过程涉及到的作业区域包括： 

播种式电子货架：拆零拣选出库作业区域； 

托盘（重型）货架区：整箱拆零下架作业区域； 

打包区：分拣核对与出库包装作业区域； 

出库理货区：出库单据交接的作业区域。 

2、任务操作 

步骤一：生成出库作业单 

电子拣选（播种）作业首先需要录入多个出库订单，并对订单进行合并处理，再配合拆

零下架作业，按客户进行分拨拣选。 

信息员接到客户的出库通知后，进入【订单管理】系统，根据实训任务要求，在【客户

订单】中【新增】两个重型货架区的出库订单，分别对订单信息、订单出库信息及订单货品

进行维护，如图 5-1、5-2、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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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订单信息 

 

图 5-2  订单出库信息 

 

图 5-3  订单货品 

填写好出库信息后，点击【保存订单】。 

按上述方法再将第二笔出库订单录入系统中，生成出库作业任务，见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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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订单列表 

步骤二：订单处理 

订单录入系统后，需要将订单的信息传递给仓储部门进行实际的操作。在【订单管理】

---【订单处理】界面中，见图 5-5 

 

图 5-5  订单处理界面 

逐个勾选待处理的订单，点击【处理】，提交处理结果，见图 5-6： 

 

图 5-6  订单处理界面 

核对订单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生成】，完成订单的处理操作。另外一个出库

订单的处理方式同上。 

步骤三：出库计划作业 

此时，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拣货作业，需要先从重型货架区下架整箱的待播种货物，为

了完成该操作，需要在出库作业计划中，设定各货品的具体拣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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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库管理】---【出库计划】中，可以看到已经生成的两个出库作业任务，见图 5-7： 

 

图 5-7  出库计划列表 

点选其中一条作业记录，点击【出库计划】设置货物的具体拣货信息，见图 5-8： 

 

图 5-8  出库信息查询 

逐条点选待拣选出库的货物，查询该货物库存情况，点击【查询库存】，见下图 5-9： 

 

图 5-9  库存结果查询 

点击库存信息，点选【选择】，返回到出库作业计划列表，系统将自动提取出出库储位

信息，见图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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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出库储位信息查询 

重复上述操作，将上述订单中各出库货品出库信息，全部提取出来，见下图 5-11： 

 
图 5-11  出库信息列表 

步骤四：播种联合拣选 

为了保证货物的合并拣选，需要在系统中设置联合拣选的作业任务。该任务的具体设置

情况，在【出库管理】--【阁楼式对 BtoC 播种】中，可以看到处理过的出库订单，见图 5-12： 

 

图 5-12  播种联合拣选列表 

同时勾选需要处理的两个订单，点击【作业调度】，见图 5-13： 



 仓储与配送实训教程  

36 
 

 

图 5-13  调度作业 

此时，已将两个订单进行关联处理，见下图 5-14： 

 

图 5-14  已调度列表 

步骤五：拆零播种作业 

操作员按照系统下架储位指示将货物下架后，放置在播种拣选区，进行开箱拆零作业。

利用手持终端进行后续的播种扫描作业。 

登陆到手持终界面，点击【BtoC 播种扫描】操作，见图 5-15： 

 

图 5-15  手持终端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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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一条待处理的播种作业订单，见图 5-16： 

 

图 5-16  播种拣选列表 

点击【开始】准备进行播种拣货作业，进入到播种拣货作业区，站在待播种货架前，确

保货架的电子标签系统正常显示。 

在手持终端界面中，点击【分发】，开始进行播种作业，见图 5-17： 

 

图 5-17  播种扫描分发列表 

进入到播种作业界面，见图 5-18： 

 
图 5-18  播种扫描作业界面 

按照手持终端提示，找到待播种货品，扫描货品标签，见图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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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  播种扫描操作 

扫描货品条码后，点击【确认】，手持终端将会点亮电子标签，操作人员走到该货架前，

按照手持终端和标签指示的拣货数量进行播种拣货，拣选 10 卷“心相印茶语卷筒纸”放入

货架中。重复上述拣选扫描操作将货物全部拣选完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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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入库作业单据 

1、入库单 

入库单 

 入库单号：  

仓库

编号： 
 

供应

商名

称： 

 供应商编号：  制单时间：  

入库

通知

单号： 

 

货品

名称 
货品编号 规格 单位 计划数量 实际数量 批次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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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管

员： 
 制单人：  

第 1

页 

共 1

页 

 

 

 

2、储位分配单 

储位分配单 

                                                     作业单号：   

入库单

号： 
  仓库编号：   

仓 管

员： 
  日期：   

作  业   明   细 

序号 库区 储位 货品名称 货品编号 规格 
应放数

量 

实放数

量 
单位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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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单人：   作业人：  
第 1 页 

共 1 页 

 

3、送货单 

送货单 

日期：                                               编号：   

客户信息     

客户单位  客户地址  

货物信息  

货品名称 包装 数量 单位 实收数量 

     

     

     

     

     



 仓储与配送实训教程  

42 
 

客户验收意见： 

 

送货人：                                 收货人： 

 

附录 2：出库作业单据 

1、出库通知单 

出库通知单 

仓库名称：                                              年     月    日 

批次   

采购订单号   

客户指令号   订单来源   

客户名称   质    量   

出库方式   出库类型   

序号 货品编号 名称 单位 
包装规格 

（mm） 

申请 

数量 

实发 

数量 
备注 

              

        

        

        

        

        

        

        

合             计     

制单人：                     提货人：                 仓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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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货单 

提货单 

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客户信息   

客户单位    客户地址   

货物信息 

货品名称 包装 数量 单位 实发数量 

          

     

     

客户发货说明 

 

提货人：                                             发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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