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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内各行业逐步增加了科技投入量，尝试以自动化科

技全面构建仓储设备的管理体系，从路径选择、故障排查、

设备定位等方面，全面构建信息框架，助力仓储物流行业

发展。结合现阶段仓储物流运作时，发生的设备故障检测

不到位、设备路径规划不完善等问题，积极融合现代科技，

开展设备全环节的自动管控工作，增强平台运行能力，发

挥平台管理价值。

1    系统开发技术概述

1.1    前端技术

1.1.1    系统开发模式

以“模型 - 视图 - 数据处理”（Model-View-ViewModel，
MVVM）为程序开发模式。此种开发模式，能够有效关

联设备各项数据，使各系统联动使用、高效交互设备资料，

确保仓储物流设备各类资料收集、加工、管理的有效性。

此种开发模式的使用优势如下：

（1）系统中的模型、视图、数据处理三个程序，处于

相互关联状态，以此保障设备资料的存储完整性、设备信

息的交互高效性 [1]。

（2）模块具有较强的复用性。在页面中的各类组件具

有独立性，确保模块封装质量，有助于提升系统开发能效，

减少系统升级受阻的可能性。

（3）系统测试方便。此开发系统，是利用数据处理

程序有效关联视图与设备资料，可在系统运行前，分离后

端程序，完成系统功能开发。在系统完成开发时，运行

Mock 工具，测定系统运行性能。

1.1.2    机械设备设计技术

机械设备设计过程包括计划环节、方案设计环节和技

术设计环节。

（1）计划环节。在计划环节，准确掌握物流机械设备

新形势下自动化仓储物流设备管理系统设计研究
刘姝含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在各行业资源整合的环境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管理体系，构建出一体化产业运作模式。在新时期
条件下，以机械设备设计为技术视角，加强仓储物流的整体管理能效，提升设备管理有效性，构建功能全
面的管理平台，具有研究价值。本文以数据库、PC 操作端、APP 移动平台各程序为基础，从设备运输、故
障资料等视角，进行数据存储，开展机械设备设计，确保运输车辆管理质量，增强仓储物流的运行能力。

关键词：仓储物流；路径；设备管理

的运行需求，分析设备功能，给予约束条件，制定设计细

节，出具设备设计报告。设计任务书的内容包括物流机械

设备性能、物流设备运行成本、物流设备环保性和设计预

期使用的时间。

（2）方案设计环节。物流机械设计方案，是保证设备

设计质量的关键因素。第一，分析物流机械设备的运行需

求，比如运输、存储、装卸等。全面分析设备达成功能的

条件，查看功能之间存在的冲突。第二，确定设计参数，

给出设计依据。在确定设备参数时，给出可用的设计方案。

在方案选择时，从物流设备运行视角，开展方案交流，从

设备原理、运行方案等视角，选择可行的设计方案，确保

物流设备工艺、运行成本的设计最优化。从物流设备运行

平稳性视角，简化设备组成，增强物流设备运行的高效性。

（3）技术设计环节。第一，设备运动学分析。结合物

流机械设备的运行方案，从功率、转动速度等视角，开展

运动学分析，逐一确定运行构件的相应参数。第二，物流

设备动力学分析。从存储货品的容量、荷载等视角，给出

设备特性参数。第三，零件工作性能分析。针对物流运输

设备，判断可能承受的荷载，给出零件的设计方案。从性

能失效、工况需求、运行环境等方面，逐一设定参数。参

数类型包括强度、刚度、零件运行时间等。

1.1.3    设备资料可视程序

设备资料的可视程序，关键在于存储于数据单元的资

料，使用多种图表进行资料展示，便于用户掌握设备状态，

保证设备管理工作进展的顺畅性 [2]。在资料可视程序中，

融合了多种数据、图像的加工程序，提升信息加工的高效

性，利用屏幕有效展示数据处理结果，保证信息交互的高

效性。在自动化仓储运行环境中，积极整合设备资料，加

强设备信息的处理，分析设备可能存在的故障问题，保证

物流设备运输安全性，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数据可视程

序包括信息存储、信息格式处理和资料展示等多个程序。

一般情况下，信息可视的加工程序，不会展示数据加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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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用户运行加工软件，展示界面信息，依据各项操作指

导，完成设备信息的存储。在设备信息管理模型中，提炼

各组信息的关键词汇，形成信息索引词云。信息展示有图

表展示和网络信息展示两种。

（1）图表展示。以 jQuery 为技术环境的绘图程序，

能够有效展示简单图表信息。

（2）网络信息展示。在轻量级网络框架中，运行

Canvas 进行数据展示。

1.2    后端技术

1.2.1    数据库

在物流设备管理程序中，开发信息存储的数据库时，

以 C++ 为语言方法，构建具有数据关系的数据存储程序，

保证存储库具有功能扩展性、资料调取高效性等优势。与

MySQL 程序不同，MDB 存储单元具有较强的数据整合能

力、文档信息提取能力、字段索引精准性等信息管理优势。

此数据库的具体优势如下：

（1）信息调取便捷。在物理程序中，进行设备资料的

存储。在数据有写入、读取等需求时，程序具有较高的读

写能力，保证资料存储、资料调取的高效性。

（2）运行不具有结构性的信息时，MDB 存储能够保

障数据存储的安全性，减少数据被篡改的可能性。

（3）存储量的延展性。在一个存储程序的信息存储量

达到最大时，系统开发人员，可进行容量扩展，增加系统

的资料存储空间 [3]。

1.2.2    网页协议

在设备管理程序开发时，以 TCP 为网络协议，运行

WebSocket，增加网页与系统的数据处理联动性。在系统

网页前端、系统处理后端，构建数据连接稳定的连接路径，

以保证资料交互顺畅。WebSocket 技术的应用优势如下：

（1）有效控制设备资料交互量；

（2）服务终端在设备资料有变动时，形成信息指令，

缩短信息交互用时。

2    仓储设备管理程序的开发设计

2.1    系统开发设计
在设备管理程序开发时，旨在加强物流设备管理，从

设备故障、物流订单等各类资料中，逐一开展设备管理工

作，给予设备管理人员相应的系统操作权限，保证设备资

料展示的全面性；联通仓储、物流各个工作场景，保证管

理资料的联通性，确保设备管理流程最优化；合理控制设

备配送的路径长度，提升物流运输的有效性。系统开发包

括信息访问、网页展示、后端管理和设备资源存储四个模

块。管理人员在权限开放时，可登录 PC 端，进入后端管

理程序，从仓储运输、设备管理、故障排查、路径选择等

方面，逐一开展设备管理工作。

在系统运行时，数据在各层级之间流动。由视图、模型、

数据处理组建成网页展示的技术框架。视图展示层，是用

户操作界面。数据处理层，可在用户操作平台时，切换各

类网络页面，进行资料更新。模型层，可用于系统的全面

管理。结合数据处理层的联动情况，有序进行通信资料各

项管理工作。运行 Koa 框架，高效调取程序中的设备资料，

提升信息资料的查找、更新等处理效率 [4]。在资料处理完

成时，将处理结果返回模型层，同步修改内容。在数据状

态更改完成时，网页展示内容予以同步更新，为用户呈现

动态资料。

2.2    PC 端设计

2.2.1    数据管理

PC 端在开展物流设备管理时，系统设计应关注设备

资料的采集、存储等功能。使用 B/S 架构，进行网页管理

程序的开发，提升业务管理的有效性。系统开发时，赋予

设备管理人员系统登录、系统管理的各项权限，保障人员

登录成功，有序管理系统内部的设备资料。物流设备资料

管理时，应保证业务信息收录的全面性，防止出现信息失

误问题。在车辆回仓、出仓、配送各状态中，进行设备状

态信息的有效存储。在管理平台中，设备状态是数据动态

变更的关键。在系统设计时，从运输任务分配、设备故障

管理、订单查询等方面，逐一开展物流设备管理工作。在

仓储物流订单进行时，运输车辆的关联信息包括订单内容、

运输货品、驾驶人员和车辆持续运行时间等。

2.2.2    设备信息存储

在物流设备引进时，以仓储设备管理为出发点，新建

设备档案，完善设备信息资料。从设备类型、设备引进时

间等方面，逐一添加设备资料，便于设备运维、设备调用

等管理工作。

2.2.3    仓管单元

在仓管单元中，从数据调取、仓储业务、设备状态等

方面，逐一开展设备管理工作。单元中含有四个程序：全

部物流设备的监控程序、单车数据监控、管理操作台和设

备增删管理。

（1）全部车辆的监控程序。此程序可实现车辆状态显

示、车辆运输任务展示等功能 [5]。在监测车辆时，从订单

资金、设备路径、设备所在位置等视角，展示物流车辆的

各项信息。如果车辆运行路线与订单运输方向有出入，及

时给予警示，便于管理人员与设备驾驶人员取得联系，获

取车辆路线变动的原因，保障运输货物的安全。

（2）单车信息监控。单车监控包括运输车辆存货仓库

管理、车辆运输货品信息、单车故障检测等程序。在信息

展示时，反馈车辆运行位置、车中运输货品状态、车仓环

境等信息。如果车辆运行期间，发生车辆故障问题，会同

时通知驾驶员与管理中心，便于及时调度其他车辆，完成

货品运输，确保物流设备管理的有效性。

（3）管理操作台，包括员工信息和一般资料两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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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在员工开展设备管理时，结合订单运输方向，进行

车辆与货品的规划，以此保证车辆运输的有效性。

（4）设备增删管理。在运输设备引进、运输设备维修

时，进行设备状态管理。此模块支持可视操作，管理人员

可进行增删管理、状态调整等操作。比如物流运输车辆有

故障检修需求时，将车辆的“可运输”状态调整成“运维”

状态，以此防止车辆带病投入货品运输中，保证物流设备

的管理质量，提升设备状态调整的操作便捷性。

2.2.4    运输单元

车辆运输程序包括货品运输、资料调取日志等管理

程序。

（1）货品运输。仓储车辆综合管理人员，可通过查看

货品运输程序，获取货品运输状态及配送货品的车辆信息。

车辆配送单包括配送信息、运送货品清单等内容。管理人

员可以载入货品收方信息，比如运送地址、收方人员电话、

车辆信息等，提升运输订单内容的完整性。在表单程序中，

结合车辆运输时的出库送达扫描，显示车辆剩余的存储空

间，保证存储空间与货品运输的匹配性。比如，在车辆运

输 20 个订单时，如果完成 5 个订单的运输任务，同步更

新车辆存储空间，向管理人员展示剩余存货空间，便于管

理人员进行车辆剩余存储空间的管理。

（2）车辆信息调取日志。此程序会显示调取车辆信息

的系统用户、调取时间、调取内容等，便于车辆溯源管理。

2.2.5    运维单元

物流车辆运维单元包括车辆故障检测、运维管理、路

径优选和异常管理四个模块。

（1）车辆故障检测。在车辆回仓时检测车辆状态，检

测结果形成故障排查报表，管理人员查看确定车辆无故障

时，将设备纳入“待运输”状态。

（2）运维管理。此程序关联于故障检测程序。在故障

检测，发现车辆故障问题时，将车辆调整成“运维检测”

状态。

（3）路径优选。结合车辆的各个运输任务，给出最优

的配送路径，以此缩短车辆配货用时，提升路径管理的有

效性。

（4）异常管理。如果车辆剩余货品信息，与实际物流

车辆回仓的剩余货品数量不一致，形成异常车辆运输报告。

管理人员结合订单信息与车辆剩余货品的数量，进行车辆

配送管理，找出异常原因，确保车辆管理的全面性。

2.3    移动端设计

2.3.1    用户管理

移动端程序主要由驾驶人员登录，对物流车辆各部分

状态加以管理。

（1）配货订单管理。在货品配送完成时，更新车辆剩

余货品信息，完成配送管理。

（2）车辆存储仓环境管理。从温度、湿度、货品固定

效果等方面，动态监控车辆货品存储仓的情况，防止出现

运输货品受损、质变等问题，保证车辆运输质量。

2.3.2    路径优化

在管理平台选出最优路径时，车辆的导航系统与管理

平台联通，进行运输路径的导航展示。车辆移动管理程序

包括导航整体展示、导航细节播放两种模式。如果后台管

理人员，发现车辆运输路段有拥堵情况，重新规划最优的

运输路径后，管理平台会发出路径更改指令，车辆导航系

统接收路径更改指令后，重新为驾驶员规划驾驶路径。管

理人员结合车辆定位系统，获取车辆运输与规划路径的匹

配性，以此保障车辆路径管理的有效性。在最优路径中，

系统会给出路径最短、成本最少、路径拥堵等选择。管理

人员可结合运输货品的需求，综合选择，提升货品运输路

径的管理质量。

2.3.3    物流车辆的配送订单管理

在移动端车辆管理程序中，会展示车辆运输任务。运

输任务包括订单种类、配送需求、订单状态等信息。驾驶

人员会结合订单的实际需求，进行订单管理。订单状态有

三种：完成配送、等待配送和仓库待取件。驾驶人员结合

订单状态，掌握车仓货品情况，高效完成配送任务，发挥

移动端车辆管理的积极作用。

3    结语

综上所述，以仓储行业运输设备为视角，构建线上管

理程序，从设备路径、故障检测等方面，逐一落实物流机

械设备、管理系统的开发与设计，以此应对运输车辆管理

的各类问题，降低运输车辆故障发生的概率。从设备各角

度融合自动化管控技术，以此保障设备管理的全面性，助

力仓储物流行业智能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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