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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7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电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试题
课程代码:00915

摇 摇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摇 摇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冶的

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 下述关于物流对电子商务的作用表述,说法错误的是

A. 使电子商务实体化 B. 使电子商务供应链集成化

C. 使电子商务高效化 D. 使电子商务智能化

2. 下列关于电子商务的两种网络的说法,正确的是

A. 配送网络的目标是尽可能降低成本

B. 配送网络的运行成本受网络的覆盖面等因素的影响大

C. 电子商务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网络可实现实时反应

D. 电子商务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网络的运营不能做到全天候 24 小时

3. 以下不属于
踿踿踿

传统物流服务内容的有

A. 包装功能 B. 流通加工功能 C. 信息处理功能 D. 库存控制决策

4. 对于常见的物流、配送网络中出现的送货时间太长,可能的原因是

A. 配送时限管理不严 B. 运输工具速度太慢

C. 需求预测不准 D. 配送作业流程不规范

5. 下列物流过程属于从纵向分解的是

A. 流体 B. 载体 C. 环节 D. 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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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面关于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区别的表述正确的是

A. 物流中心的物流特点是多品种、少批量

B. 物流中心的物流特点是多品种、大批量

C. 配送中心的物流特点是少品种、小批量

D. 配送中心的物流特点是多品种、小批量

7. 以下属于构成物流向量的三个数量特征的是

A. 流程 B. 流体 C. 载体 D. 流速

8. 以下物流系统的治理结构中,也被称为市场治理、古典合同治理的是

A. 单边治理 B. 双边治理 C. 三边治理 D. 多变治理

9. 下列关于物流系统的单边治理结构描述错误的是

A. 单边治理也称一体化治理

B. 一体化治理结构适用的交易本身需要具备一定规模

C. 交易与企业的核心业务具有强相关性

D. 交易是重复发生的

10. 由商品供需双方及物流公司以外的企业提供的物流服务被称为

A. 第一方物流 B. 第二方物流

C. 第三方物流 D. 第四方物流

11. 下列关于物流系统的共同目标说法错误的是

A. 使公司投资保持在合理水平 B. 服从公司的总体政策

C. 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D. 使系统的总成本最大化

12. 下述指标中,不属于
踿踿踿

交易中的物流服务业绩的衡量指标的是

A. 订单完成率 B. 库存可供率

C. 退单期 D. 准时送货率

13. 从物流要素集成商的角度来看,物流要素集成的主要过程有

A. 根据需要设计和规划物流集成方案 B. 确定自己的主要要素资源

C. 确定这些要素的使用条件 D. 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签约

14. 食品的低温储存技术中,冷冻法需要使温度经过两个阶段的控制,先经过速冻阶段,即在短

时间内使温度降低到

A. -25益 ~ -30益 B. -30益 ~ -35益

C. -15益 ~ -25益 D. -25益 ~ -35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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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以下不属于
踿踿踿

根据仓库的管理体制和使用对象划分的仓库是

A. 自营仓库 B. 公共仓库 C. 专用仓库 D. 保税仓库

16. 仓储方案中,自用仓储的好处是

A. 节省投资 B. 易于控制 C. 规模效益 D. 地点灵活

17. 以下关于商品入库作业中的单货核对环节中,说法错误的是

A. 商品包装的验收就是检查商品包装的完好程度

B. 如在检验中发现商品包装存在问题,需要退回给供应商

C. 入库商品的验收可采用感官检验法

D. 每一种商品都有一个合理的含水量

18. 下列关于商品分区分类说法的描述错误的是

A. 流通型库房中,可根据商品的发运方向进行分区分类

B. 化工危险品仓库中,要根据仓库的危险性质进行分区分类

C. 性能相近的商品也不能同区存储

D. 贵重的商品也需要专仓专储

19. 在货垛、货架摆放中,具有便于存取查点,利用通风采光的摆放方式是

A. 横列式摆放 B. 纵列式摆放

C. 货垛倾斜式摆放 D. 通道倾斜式摆放

20. 在商品堆码中,多用于露天堆场存放袋装货物的堆码方式是

A. 平台垛 B. 起脊垛 C. 行列垛 D. 架垛法

21. 在 ABC 库存分类法中,B 类库存品的划分是:其年耗用金额占总库存金额以及品种数占总

库存品种数分别是

A. 5% ~10% ,60% ~65% B. 10% ~15% ,20% ~25%

C. 50% ~60% ,45% ~55% D. 75% ~80% ,15% ~20%

22. 在提供运输服务的组织中,专门针对某一运输市场提供服务的运输组织是

A. 公共承运组织 B. 联运组织

C. 特殊运输服务 D. 运输中间服务组织

23. 在以下运输方式中,建设周期短、投资少的运输方式是

A. 铁路运输 B. 公路运输 C. 航空运输 D. 水路运输

24. 为使软件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的修改,这种维护是

A. 正确性维护 B. 适应性维护 C. 完善性维护 D. 预防性维护

浙 00915#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试题 第 3 页(共 5 页)



25. 在商品不合理运输中,商品运输本来可以走直线或经最短的运输路线,但却采取绕道而行,

这种不合理现象是

A. 迂回运输 B. 过远运输 C. 无效运输 D. 重复运输

26. 食品的低温储存技术中,适宜长期存放或远距离运输生鲜食品的方法是

A. 常温法 B. 冷却法 C. 冷冻法 D. 以上都不对

27. 下列关于配送与运输区别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

A. 配送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物流活动要素

B. 配送是物流的一个缩影

C. 配送处于货物运输的“前端运输冶的地位

D. 配送所采用的运输工具比较单一

28. 由于物流成本降低而产生的效益要远远大于物流成本本身所减少的份额,即物流成本降低

的小小改进,即可取得明显的效益,这指的是物流成本特性中的

A. 物流成本间的交替损益 B. 物流成本削减的乘法效应

C. 物流成本的隐含性 D. 以上都不是

29. 商业配送中心的分类依据是

A. 按配送中心性质分类 B. 按经营主体分类

C. 按配送中心功能分类 D. 按作业内容分类

30. 关键成功因素法的简称

A. AHP B. CSF C. SST D. CED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31. 物流是电子商务从前期的摇 摇 摇 走向后期的摇 摇 摇 的必经过程。

32. 供应链是生产及流通过程中,为了将产品或服务交付给最终用户,由上游与下游企业共同

建立的摇 摇 摇 。

33. 物流目标系统化本身的目标是要实现摇 摇 摇 。

34. 物品在物流环节中,不经过中间仓库或者站点,直接从一个运输工具换载到另一个运输工

具的物流衔接方式,这指的是摇 摇 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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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仓储作业过程由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3 大作业阶段组成。

36. 配送是指在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根据客户要求,对物品进行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包装、分割、

组配等作业,并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37. 简述配送与物流的区别。

38. 简述运输的特征。

39. 简述组织商品合理运输的途径。

40. 影响配送中心选址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41. 影响系统可维护性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

四、计算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

42. 某制造类企业每年需购进电子元器件产品 10000 件。 已知该商品的单位购进成本为 15

元,订购成本为 32 元,储存成本为 4 元,求经济批量、年库存总成本和年订购次数。

43. 某企业每年以单价 10 元购进某种商品 10000 件。 每次订货的订购成本为 32 元,每单位每

年的储存成本为 4 元。 如果前置时间为 10 天,问经济订货间隔时间,最高库存水平和年库

存总成本为多少?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9 分,共 18 分)

44. 论述物流服务对电子商务企业的经营带来的意义,并说明企业如何确定物流服务水平。

45. 论述如何进行物流信息系统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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