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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物流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适应物流产业发展需求以及对从业人员综

合职业能力的要求，培育工匠精神，为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

评价提供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

典（2015 年版）》和《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对《物

流师国家职业标准（2003 年版）》进行了修订，制定了《物流服务师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2020 年版）》（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为依据，

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要求，以“职业活

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物流服务师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

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理论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进行了明确规

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

/高级技师三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权重表四个方面的

内容。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对“职业等级”进行了调整；

——对“申报条件”进行了修订；

——对“基础知识”进行了修订；

——对“职业功能”重新划分，对“工作内容”重新梳理，对“技能要求”

和“相关知识要求”内容进行了调整；

——对“权重表”进行了调整。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有：北京络捷斯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经

济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工商大学、湖南工商大学、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武汉

交通职业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浙江公路技师学院、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广东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百世物流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北京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万科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安

徽共生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等。主要起草人有：邵清东、苏兆河、汝知骏、邵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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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杨浩雄、黄福华、方卫武、姬中英、赵莺燕、周蓉、谈慧、刘艺柱、王妙

娟、都国雄、邓汝春、张力、赵胜利、张海岐、林新建、王加斌、卢立新等。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北

京物资学院、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重

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长春职业技术学院、河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青岛市技师

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宁夏职业技术学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克运集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

司等。主要审定人员有：葛恒双、张灵芝、贾成千、何明珂、邓正华、王晓阔、

张明明、金渝琳、刘宝庆、周珠、张晓静、武晓钊、陈志新、董刘、白建宏、刘

刚、刘志坚等。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天津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中国电子商会

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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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服务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0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物流服务师

1.2 职业编码

4-02-06-03

1.3 职业定义

在生产、流通和服务领域中，从事物品采购、货运代理、物流信息服务，并

组织进行仓储运输、配送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等工作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低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身体健康，眼、手、足动作协调；视觉、味觉、嗅觉、形体知觉、空间感正

常。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1.8 培训参考学时

三级/高级工 12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 10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 80

标准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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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相关职业
①
四级/中级工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高

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

取得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

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
②
或相关专业

③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

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

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机考方式为主，

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能考核主要

采用现场操作、计算机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

① 相关职业：仓储人员、采购人员、销售人员、道路运输服务人员、水上运输服务人员、航空运输服务人

员、轨道交通运输服务人员、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服务人员、邮政和快递服务人员等，下同。

② 本专业：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物流工程技术、工程物流管理、采购与供应管理、物流金融管理、物流

信息技术、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供应链管理等，下同。

③ 相关专业：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市场营销、连锁经营管理、快递运营管理、铁道物流管理、道路

运输与路政管理、交通运营管理、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报关与国际货运、集装箱运输管理、港口与航运

管理、港口物流管理、航空物流、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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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

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最终成绩均达 60 分

（含）以上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

人员；技能考核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5，且考评人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

综合评审委员不少于 5人（含）以上单数。

1.9.4 认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60min；技师、高级

技师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min。

1.9.5 认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机房）进行，各等级认定需配置服务器和计算机

若干。

技能考核在标准物流作业现场或通过计算机模拟进行，认定所需设备如下：

计算机、服务器、办公软件、物流信息系统、物流规划与分析系统等。

综合评审在配备多媒体设备的室内或工作现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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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2）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3）安全生产，规范操作。

（4）钻研业务，优质服务。

2.2 基础知识

2.2.1 物流管理基础知识

（1）仓储与配送管理基础知识。

（2）运输管理基础知识。

（3）货运代理基础知识。

（4）供应链管理基础知识。

（5）物流信息技术基础知识。

2.2.2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基础知识

（1）物流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2）物流服务师职业健康基础知识。

（3）环境保护相关知识。

2.2.3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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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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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职业标准按照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 /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

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仓

储

与

配

送

管

理

1.1 仓储与配

送作业管理

1.1.1 能编制仓储与配送作

业计划

1.1.2 能组织资源实施仓储

与配送作业计划

1.1.3 能处理仓储与配送作

业中爆仓、货差、货损、设备

故障等异常情况

1.1.4 能实施仓储与配送作

业绩效考核

1.1.5 能制定防火防汛日常

安全管理规范并及时处理安全

隐患

1.1.6 能组织仓储与配送作

业安全演练及培训

1.1.1 仓储与配送作业计

划编制方法

1.1.2 仓储与配送作业计

划实施流程

1.1.3 仓储与配送作业异

常情况处理流程

1.1.4 仓储与配送作业绩

效考核方法

1.1.5 防火防汛安全检查

规范

1.1.6 仓储与配送安全作

业规范

1.2 仓储与配

送作业质量管理

1.2.1 能对仓储与配送作业

质量进行控制

1.2.2 能对仓储与配送作业

质量问题进行责任界定

1.2.3 能分析仓储与配送作

业质量偏差原因并制定改进措

施

1.2.1 仓储与配送作业质

量控制基本方法

1.2.2 仓储与配送作业质

量控制内容

1.2.3 仓储与配送作业质

量问题处理流程

2.

运

输

管

理

2.1 运输作业

管理

2.1.1 能编制运输作业计划

2.1.2 能组织资源实施运输

作业计划

2.1.3 能监控运输过程状态

并处理异常情况

2.1.4 能实施运输作业绩效

考核

2.1.1 运输作业计划编制

方法

2.1.2 运输在途管理方法

2.1.3 运输作业异常情况

处理流程

2.1.4 运输作业绩效考核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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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能制定车辆运输日常

安全管理规范并及时处理安全

隐患

2.1.6 能组织车辆运输安全

演练及培训

2.1.5 车辆安全检查基本

原则

2.1.6 车辆运输安全作业

规范

2.2 运输作业

质量管理

2.2.1 能对运输作业质量进

行控制

2.2.2 能对运输作业质量问

题进行责任界定

2.2.3 能分析运输作业质量

偏差原因并制定改进措施

2.2.1 运输作业质量控制

基本方法

2.2.2 运输作业质量控制

内容

2.2.3 运输作业质量问题

处理流程

3.

货

运

代

理

3.1货运代理

作业管理

3.1.1 能制定货运代理作业

计划

3.1.2 能组织资源实施货运

作业计划

3.1.3 能处理货运代理业务

异常情况

3.1.4 能实施货运代理作业

绩效考核

3.1.1 货运代理作业计划

编制方法

3.1.2 货运代理作业计划

实施流程

3.1.3 货运代理作业异常

情况处理流程

3.1.4 货运代理作业绩效

考核方法

3.2 货运代理

作业质量管理

3.2.1 能对货运代理作业质

量进行控制

3.2.2 能对货运代理作业质

量问题进行责任界定

3.2.3 能分析货运代理作业

质量偏差原因并制定改进措施

3.2.1 货运代理作业质量

控制基本方法

3.2.2 货运代理作业质量

控制内容

3.2.3 货运代理作业质量

问题处理流程

4.

生

产

物

流

管

理

4.1 采购供应

管理

4.1.1 能制定采购计划

4.1.2 能采集供应商信息并

实施供应商评价

4.1.3 能实施采购流程

4.1.4 能安排物料配送

4.1.1 采购计划制定方法

4.1.2 供应商评估流程

4.1.3 采购组织与流程

4.1.4 准时制配送原则

4.2物料管理

与控制

4.2.1 能制定物料需求计划

4.2.2 能进行物料库存控制

4.2.3 能管控物料品质

4.2.1 物料需求计划制定

方法

4.2.2 库存控制方法

4.2.3 物料品质管控方法



11

5.

物

流

信

息

技

术

应

用

5.1 物流信息

系统实施

5.1.1 能对物流信息系统功

能、流程和业务规则进行配置

5.1.2 能初始化物流信息系

统运营数据

5.1.3 能组织实施物流信息

系统业务培训

5.1.1 物流信息系统功能

与流程

5.1.2 物流运营数据收集

与初始化流程

5.1.3 业务培训组织与实

施流程

5.2 物流数据

统计与分析

5.2.1 能根据业务需求收集

整理物流数据

5.2.2 能根据业务需求统计

分析物流数据

5.2.1 数据收集与整理方

法

5.2.2 数据统计与分析方

法

3.2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仓

储

与

配

送

管

理

1.1 仓储与配

送业务运营

1.1.1 能制定仓储与配送业

务标准操作程序（SOP）

1.1.2 能组织实施仓储与配

送业务标准操作程序（SOP）

1.1.3 能制定仓储与配送业

务运营绩效指标并实施绩效评

估

1.1.4 能制定仓储与配送安

全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

1.1.1 仓储与配送业务标

准操作程序（SOP）内容与制

定原则

1.1.2 仓储与配送业务标

准操作程序（SOP）实施流程

1.1.3 仓储与配送业务运

营绩效指标确定方法与原则

1.1.4 仓储与配送业务运

营绩效评估流程

1.1.5 仓储与配送安全应

急预案内容

1.2 仓库规划

设计

1.2.1 能分析仓储业务需求

1.2.2 能进行仓库选址

1.2.3 能设计仓库布局

1.2.4 能进行仓储设备配置

1.2.1 仓库需求分析方法

1.2.2 仓库选址方法

1.2.3 仓库布局方法

1.2.4 仓储设备配置原则

2.

运

输

管

理

2.1 运输业务

运营

2.1.1 能制定运输业务标准

操作程序（SOP）

2.1.2 能组织实施运输业务

标准操作程序（SOP）

2.1.3 能制定运输业务运营

绩效指标并实施绩效评估

2.1.1 运输业务标准操作

程序（SOP）内容与制定原则

2.1.2 运输业务标准操作

程序（SOP）实施流程

2.1.3 运输业务运营绩效

指标确定方法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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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能制定运输安全应急

预案并组织实施

2.1.4 运输业务运营绩效

评估流程

2.1.5 运输安全应急预案

内容

2.2 运输线路

设计

2.2.1 能分析运输业务需求

2.2.2 能选择运输方式

2.2.3 能设计运输节点及线

路

2.2.1 运输业务需求分析

方法

2.2.2 运输方式选择方法

2.2.3 运输线路设计方法

3.

货

运

代

理

3.1 货运代理

业务运营

3.1.1 能制定货运代理业务

标准操作程序（SOP）

3.1.2 能组织实施货运代理

业务标准操作程序（SOP）

3.1.3 能制定货运代理业务

运营绩效指标并实施绩效评估

3.1.1 货运代理业务标准

操作程序（SOP）内容与制定

原则

3.1.2 货运代理业务标准

操作程序（SOP）实施流程

3.1.3 货运代理业务运营

绩效指标确定方法与原则

3.1.4 货运代理业务运营

绩效评估流程

3.2 货运代理

业务规划

3.2.1 能分析货运代理业务

需求

3.2.2 能对货运代理业务进

行设计

3.2.3 能进行货运代理业务

供应商开发

3.2.1 货运代理业务需求分

析方法

3.2.2 货运代理业务设计

原则

3.2.3 货运代理供应商开

发策略

4.

生

产

物

流

管

理

4.1 采购业务

规划

4.1.1 能进行供应商开发及

选择

4.1.2 能分析采购成本

4.1.3 能制定采购策略

4.1.1 供应商开发流程

4.1.2 采购成本分析方法

4.1.3 采购策略制定方法

4.2 物料库存

设计

4.2.1 能进行库存分析

4.2.2 能制定物料库存控制

策略

4.2.1 库存分析方法

4.2.2 库存控制策略制定

方法

5.

物

流

信

5.1 物流信息

系统需求分析

5.1.1 能提出物流信息系统

业务需求

5.1.2 能进行物流信息系统

功能及流程分析

5.1.1 信息系统需求分析

方法

5.1.2 信息系统功能设计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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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技

术

应

用

5.1.3 能撰写物流信息系统

需求规格说明书

5.1.3 需求规格说明书编

制内容

5.2 物流数据

分析与挖掘

5.2.1 能进行物流数据预处

理

5.2.2 能应用数据挖掘技术

进行物流业务预测、规划及调

度

5.2.1 数据预处理常用方

法

5.2.2 数据挖掘常用算法

6.

培

训

指

导

6.1 培训

6.1.1 能编制培训计划

6.1.2 能编制培训讲义

6.1.3 能对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级别人

员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

6.1.1 培训计划的编写方

法

6.1.2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

法

6.1.3 培训组织与实施方

法

6.2 指导

6.2.1 能编制业务指导方案

6.2.2 能对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三级/高级工及相关职业以

下级别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指导

6.2.1 业务知识指导的方

法和注意事项

6.2.2 专业技能指导的方

法和注意事项

6.2.3 案例教学法

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物

流

战

略

管

理

1.1 物 流 发

展战略规划

1.1.1 能对物流市场及竞争

环境进行分析

1.1.2 能确定物流发展定位

及目标

1.1.3 能确定物流资源规划

策略

1.1.4 能撰写物流发展规划

报告

1.1.1 市场竞争环境分析

方法

1.1.2 物流发展定位分析

方法

1.1.3 物流资源规划内容

1.1.4 物流发展规划报告

编制要素

1.2 物 流 战

略规划组织实

施

1.2.1 能对物流业务进行统

筹管理

1.2.2 能对物流资源进行配

置

1.2.3 能实施物流战略目标

1.2.1 物流业务统筹管理

内容

1.2.2 物流资源配置原则

1.2.3 物流战略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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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及评估

1.3 物 流 风

险管理

1.3.1 能设计物流风险管理

体系

1.3.2 能对物流风险进行识

别及分析

1.3.3 能针对物流风险提出

应对方案

1.3.1 物流风险识别方法

1.3.2 物流风险防范方法

1.3.3 物流风险应对措施

2.

生

产

物

流

管

理

2.1 战 略 采

购管理

2.1.1 能对企业自制和外购

策略进行选择

2.1.2 能对战略供应商进行

选择及关系管理

2.1.1 自制与外购决策因

素

2.1.2 供应商管理策略

2.2 精 益 物

流管理

2.2.1 能制定企业精益物流

战略

2.2.2 能设计精益物流组织

架构

2.2.3 能实施精益物流业务

流程

2.2.1 精益物流原则

2.2.2 精益物流组织架构

2.2.3 精益物流实施流程

3.

物

流

信

息

技

术

应

用

3.1 物 流 信

息战略规划

3.1.1 能制定物流信息战略

规划

3.1.2 能对物流信息资源进

行配置

3.1.3 能实施物流信息战略

考核及评估

3.1.1 物流信息战略规划

内容

3.1.2 物流信息资源规划

方法与工具

3.2 物流大

数据技术应用

3.2.1 能对物流数据资产进

行管理

3.2.2 能分析物流数据价值

并制定数据化运营策略

3.2.3 能对物流数据应用进

行创新

3.2.1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技术原理

3.2.2 数据资产管理方法

3.2.3 数据化运营策略

4.

培

训

指

导

4.1培训

4.1.1 能编制培训规划与实

施方案

4.1.2 能对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

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

4.1.1 培训体系设计的基

本方法

4.1.2 培训方案编制的基

本要求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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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导

4.2.1 能设计业务指导体系

4.2.2 能对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二级/技师及以下级别人员

进行业务指导

4.2.1 业务知识指导的策

略和方法

4.2.2 行业前沿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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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基础知识 10 5 5

相关

知识

仓储与配送管理 30 30 -

运输管理 30 25 -

货运代理
10（二选一） 10（二选一）

-

生产物流管理 25

物流信息技术应用 15 15 25

物流战略管理 - - 30

培训指导 -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仓储与配送管理 35 30 -

运输管理 35 30 -

货运代理
10（二选一） 10（二选一）

-

生产物流管理 25

物流信息技术应用 20 20 30

物流战略管理 - - 35

培训指导 -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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