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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warehouse management and logistics
supply business in emergency materials managemen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irst time delivery
of emergency repair materials, the main application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ig data is designed. The emergency material management system
consisting of warehous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self-service storage and picking device
realizes the optimal inventory quantity of emergency repair materials, quick inquiry and positioning of emergency repair materials, and the rapid supply of emergency repair materials and
7 * 24 h unmanned self-service picking, improves the demand response efficiency of emergency
materials, and ensures the safe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grid mater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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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应急物资管理中仓储管理和物流供应业务中存在的重难点问题进行梳理分析，为保障应急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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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的第一时间送达现场，主要应用物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设计由仓储智能管理和自助
存储领料装置组成的应急物资智能管理系统，实现应急抢修物资最优库存数量，应急抢修物资的快速查
询与定位，以及应急抢修物资的快速供应以及7 * 24 h的无人自助领料，提高应急物资的需求响应效率，
保障电网物资管理安全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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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仓储管理是物资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年来国家电网物资仓库数量的不断精简，应急物资供
应时效性要求的不断提高，亟需应用新技术、新模式缩短仓库应急抢修物资需求响应时间，提高仓库供应
能力，与此同时保障仓库的物资供应能力是数字物流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实际物资业务中，电
力应急物资供应业务也存在需求难预测、领料时间无法确定等客观难题，提出基于物联网的仓库智能自助
存储领料装置的应用设想，对自助存储领料装置提出设计要求并试制和应用，提高上海市电力公司物资仓
储作业水平，提高应急抢修物资领料效率和规范化水平，形成具有国家电网公司特色的仓库作业模式。

1.2. 研究目的
现代化的电力物资仓储管理应用水平是建立在现代化的电力物资仓储设施设备体系和电力物资仓储
管理全面流程化、信息化管理体系之上的。通过研究分析电力应急抢修物资供应管理的作业特点及流程，
查找制约仓库供应能力的痛点，同时参考现代社会物流行业 C 端用户自助取件的工作理念[1]，在电力应
急抢修物资供应与领料过程中，将自助存储领料装置的相关技术原理与无人仓库管理一体机、电子身份
认证等信息技术和物联网相关技术进行集成应用，实现应急物资存储管理和领料作业流程规范化，减少
领料时间，确保应急抢修物资 24 小时高效供应。

2. 应急物资仓储管理与供应现状
在电网企业中对供电可靠性有着很高的要求，为减少供电中断造成的经济损失，保证电力应急物资
的供应准时性，亟需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资源分配和仓储物流体系，而由于电力应急物资的特有属性如
时间急迫性、物料多样性、需求突发性与不确定性，对应急物资的仓储管理和供应管理有着相当的难点，
同时目前的应急管理体系仍存在一些问题[2]。
1) 应急物资储备定额不合理
在电网实际业务中，由各级安质、运检部门负责组织制订分管范围内的应急物资储备定额，会同各
级物资部确定实物储备、协议储备应急物资的品种、数量和技术规范。各级物资部门根据应急物资储备
定额组织制定年度应急物资储备方案，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对储备定额的预测缺乏科学依据，需要应用
科学信息技术进行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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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物资供应效率低
由于应急物资需求事发突然，且应急抢修现场情况较为复杂，出现物料描述与物料编码不一致，数
量错误，技术条件改动等情况的可能性较大，申报应急物资需求计划的时间极为仓促，大幅影响应急物
资供应的快速响应速度，需建立物资的精准识别和供应的快速响应机制[3]。

3. 仓库智能自助存储领料装置研究
3.1.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应急物资仓储智能管理
由于该装置存储空间有限，因此存储物资的种类和数量需进行合理设置，充分发挥自助存储装置的
作用，根据库存数据进行动态调整。如图 1 所示，对首先对自助领料装置的存储空间进行分析规划，研
究应急物资领用消耗趋势，确定存储品类、数量，如图 2 所示。

Figure 1. Preparation of the reserve catalog
图 1. 编制储备目录

Figure 2. Analysis of emergency materials consumption
图 2. 应急物资消耗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得出的应急物资历史消耗数据，根据各品类对应时间阶段的消耗趋势分配不同的仓库
权重，制定具有实际业务特性的并符合历史规律的应急物资储备目录，并在应急仓库保证应急储备定额，
保障应急需求全部在本地实体仓库得到满足，不需要在通过紧急采购或跨省调拨等费时费力的供应手段，
大幅度提高应急抢修效率，保障电网运行安全高效。

3.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自助存储领料装置
为提升仓库应急物资的供应能力和减少需求单位的领料时间，本文梳理应急物资的供应流程以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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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单位的领料流程，如图 3 所示进行业务流分析，用时应用 RFID 技术对应急物资进行全面升级更新，
对物料描述与物资实际进行统一，建立应急物资数据库，实现应急抢修物资在入库、出库、运输、领料
等供应全环节的精准可视化管理，提高应急物资管理效率，进一步保障应急物资的快速响应能力。

Figure 3. Business flow analysis
图 3. 业务流分析

为完成应急物资高效供应，设计自助存储领料装置，实现应急物资的 7 * 24 h 的物资供应，最大限
度的提高应急抢修物资的供应效率，在 RFID 物资体系以及后台大数据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设计具有电子
身份验证、物资自主识别、管理系统自主更新等功能的智能自助领料装置，如图 4 所示的应急物资自助
领料装置的原型图，由无人仓库管理一体机进行身份验证、信息查询、应急物资选择、领料凭证打印等
功能操作，由物资存储空间进行物资的存储记录、智能识别和物资领料的自主操作，由应急物资后台管
理系统进行物资领料记录、应急物资补库通知等后台操作，实现应急物资管理的闭环运行[4]。

Figure 4. Self-propelled picking device prototype
图 4. 自助领料装置原型图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应急物资管理业务现状中的重难点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梳理应急物资需求提报、储备定额、
供应效率等关键性业务流程，根据应急物资历史消耗数据，在物资品类、消耗时间段、消耗趋势、需求提
报单位等维度中分别对应急物资储备目录进行动态的优化调整，保障应急物资库存的实时可用性，减少紧
DOI: 10.12677/mm.2019.96089

742

现代管理

洪芳华 等

急采购、跨省调拨等业务的发生，减少物资管理成本。同时应用 RFID 技术等物联网技术对应急物资进行
全面升级，实现应急物资的全环节可视化管理，最后设计自主领料装置在领料环节实现 7 * 24 h 自主领料，
并完成应急物资的自主闭环管理，进一步提高应急物资的快速响应能力，保障电网安全高效运行。
无人物流体系：在现代物流体系中，无人机与无人车等无人物流技术的加入使得物流体系的运营迎
来新的局面，由于应急物资需求本身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空间上的随机性，所以应用无人机的机动性
建立无人物流体系，将无人机的运力、运行时长等一系列参数加入应急物资管理系统，智能算法将适当
数量的无人机在适当时间分布在适当的仓库，在应急物资需求发生时实现最快最准地送达需求现场；同
时将无人仓库与无人车进行功能合并，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应急物资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在无人机无法
实现对大件应急物资进行及时供应以及应急物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的时候，有效调动无人车资源，
以保障应急物资供应最高效率运行的目的，将无人仓库与无人车的功能进行最大限度的结合，实现物资
的自主识别、自主取货、自主运输，实现应急物资仓储的完全自主运行、自主优化，可大幅度减少应急
物资管理成本，提高物资管理效率、电网运行效率、电网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公司运营效率，提升公
司的行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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