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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拣效率较低, 单纯从分拣线考虑, 提高分拣线运

队并将它们分配给一个空闲的操作员, 首先添加一个

转速度, 则操作员 1 和 10 的忙碌率更高, 无法从根本

任务分配器, 为了使用分配器指挥操作员, 分配器必须

解决该系统存在的瓶颈问题. 所以从 Flexsim 仿真模型

与使用操作员的实体进行中间端口连接, 中间端口位

中发现了该系统存在的瓶颈问题, 找到真正的解决方

于实体底部的中间位置. 任务分配器与两位操作员之

案, 既降低操作员 1 和操作员 10 位置的忙碌率, 又能

间分别进行输出-输入端口连接. 系统模型改动情况如

提高其他操作员的忙碌率, 使得在一定时间内, 分拣系

图 10 所示. 在操作员 1 的位置处做出和操作员 10 处

统分拣更多的铝模板, 可从根本上解决分拣系统的瓶

相同的处理添加一位操作员乙, 就能解决操作员 1 忙

颈问题.

碌的问题, 从而解决现行模型效率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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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系统模型改进部分示意图

模型设置完成之后, 重置初始化, 然后运行模型,
图9

系统模型中操作员的工作状态

3.4 模型改进及结果分析
长时间运行之后, 从模型的状态中可以看出操作
员 10 的忙碌率达到 76%, 主暂存区的建筑铝模板处于
积压状态, 操作员 1 的忙碌率达到 72%, 导入传送带也
是处于满负荷状态, 而路由传送带是少负荷状态, 堆垛
区操作员的忙碌率也较低, 造成了分拣线的前端满负

调整模型运行时间 28 800 s, 使用 Dashboard 面板查看
模型中各操作员的工作状态, 系统模型中的 12 位操作
员工作状态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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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后端少负荷的瓶颈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该分拣线在
此种状态下必然影响分拣效率. 为了解决该分拣线的
瓶颈问题, 可以从均衡分拣线前后端负荷差异的方面
考虑, 将分拣线中连接点的堵塞问题疏通. 而分拣线中
堵塞的连接点就是操作员 10 和操作员 1 的位置, 只有解
决这两个点的堵塞问题, 才能提高该分拣线的分拣效率.
为了解决系统模型中操作员任务分配不均, 忙碌
状态不同的瓶颈问题, 本文从 Dashboard 面板中分析

图 11

改进的系统模型中操作员的工作状态

得知, 操作员 10 和操作员 1 相比其他操作员过度忙绿,
将会导致过多的操作员空闲率较高, 系统运行效率不

从改进的系统模型工作状态图中可以看出, 在增

高, 为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从操作员 10 的位置再添加

加了两位操作员之后, 不仅操作员 1 和操作员 10 的忙

一位操作员甲用来帮助操作员 10 搬运铝模板, 提高系

碌率降低, 而其他操作员的忙碌率也明显上升, 该分拣

统运行效率, 解决操作员 10 过度忙碌而其他操作员空

线前后端的负荷差异得到有效改善, 连接点的堵塞问

闲率较高的问题. 需要使用分配器对任务请求进行排

题得到有效解决. 通过统计分拣线模型改进前后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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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28 800 s 分拣的数量, 如表 3 所示, 模型改进前在

2007, 33(31): 158–159. [doi: 10.3969/j.issn.1009-6825.2007.

规定时间内分拣数量为 2976 块, 而改进后的模型分拣

31.098]

数量达到 4114 块, 比改进前的分拣数量提高 38% 左
右, 说明在一定的时间内, 分拣线分拣的建筑铝模板数
量明显上升, 在增加了两个人力成本的条件下, 分拣线
的分拣效率提高.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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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分析了建筑铝模板的特征和当前物流分拣形
式的发展, 设计了一条“八爪鱼”结构形式的分拣线, 适
用于建筑铝模板配模清单的分拣作业 [11] . 根据“八爪
鱼”铝模板分拣线的工艺流程要求, 利用 Flexsim 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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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参数, 在结合实际的情况下, 设定 8 小时的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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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分拣线运行的工作状态, 并通过工作状态饼状
图分析了分拣线的瓶颈问题, 并通过优化工艺流程调
整操作员的分布, 解决了该分拣线的瓶颈, 提高了分拣
线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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