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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类专业知识考试标准 

一、考试范围和要求 

知识模块 1.物流基础 

1.物流基本认知 

（1）了解物流的发展。 

（2）理解物流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3）理解物流的基本要素。 

（4）掌握物流的作用和分类。 

2.供应链 

（1）理解供应链的概念。 

（2）理解供应链的特征。 

（3）了解供应链的结构和类型。 

3.运输作业 

（1）理解运输的含义和主要作用。 

（2）掌握常见的不合理运输方式和运输合理化的有效措施。 

（3）掌握运输成本和定价。 

4.仓储作业 

（1）理解仓储的功能、种类。 

（2）掌握仓储管理的一般原则和要求。 

（3）掌握仓储作业流程。 

（4）掌握零库存管理。 

5.装卸搬运作业 

（1）理解装卸的含义。 

（2）了解装卸搬运在物流中的地位。 

（3）掌握装卸搬运的原则。 

6.包装作业 

（1）理解包装的含义、功能和分类。 

（2）了解常用的包装材料。 

（3）掌握包装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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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流通加工作业 

（1）理解流通加工的含义、特点和作用。 

（2）掌握流通加工的形式。 

（3）掌握流通加工合理化。 

8.配送作业 

（1）理解配送的概念、种类。 

（2）掌握配送中心作业。 

9.物流信息技术 

（1）了解物流信息系统的含义、特征。 

（2）理解物流信息技术的主要手段和功能。 

（3）了解自动化仓储系统、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系统智能化应用。 

（4）掌握条形码识别技术、射频识别技术和物流跟踪技术。 

10.企业物流 

（1）理解企业物流的概念。 

（2）理解供应物流的含义、内容、模式、服务形式。 

（3）理解生产物流的含义、类型、计划。 

（4）理解销售物流的含义、组织要素、模式。 

（5）了解回收物流的意义和回收物流系统。 

知识模块 2.物流客户服务 

1.客户沟通礼仪与方式 

（1）理解礼仪的概念、原则。 

（2）掌握物流企业客户服务部接待工作要点。 

（3）掌握企业客户服务人员接打电话注意事项。 

（4）理解沟通的概念。 

（5）理解影响沟通效果的主要因素。 

（6）理解沟通的基本模式。 

（7）掌握沟通技巧。 

（8）掌握如何与企业外部客户沟通。 

2.管理物流客户信息 

（1）理解物流客户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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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寻找客户的方法。 

（3）理解物流客户数据库的概念。 

（4）理解客户数据库内容。 

（5）掌握建立客户数据库的内容。 

（6）理解物流客户档案概念和物流客户档案内容。 

（7）掌握建立物流客户档案的流程和具体做法。 

（8）掌握客户档案管理方法。 

3.客户订单业务 

（1）理解电话受理业务的注意事项。 

（2）掌握网上订单业务受理。 

4.物流客户投诉处理 

（1）理解投诉的概念和投诉方式。 

（2）掌握物流客户投诉处理工作流程。 

（3）掌握处理客户投诉的步骤。 

（4）理解客户投诉的原因及处理。 

5.探寻物流客户的需求 

（1）理解物流企业客户需求。 

（2）掌握如何与客户保持良好关系。 

6.维护物流客户关系 

（1）掌握客户回访过程中的主要事项。 

（2）掌握登门拜访客户工作内容。 

（3）掌握电话拜访客户工作内容。 

7.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1）理解客户关系管理的内涵。 

（2）理解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功能和作用。 

8.客户 ABC分类 

（1）理解物流企业客户分类。 

（2）掌握 ABC分类法和客户的 ABC分类法。 

（3）理解客户 ABC分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9.大客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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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客户金字塔”模型。 

（2）理解物流企业大客户的含义和类型。 

（3）掌握物流企业大客户管理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流程。 

知识模块 3.仓储与配送作业实务 

1.仓储定义与货品类别 

（1）理解仓储的定义。 

（2）掌握货品分类依据与类别。 

2.储位管理 

（1）了解储位的分区。 

（2）掌握储位编码的方法。 

（3）掌握储位管理的原则。 

3.堆码技术 

（1）了解堆码的重要性。 

（2）掌握堆码的原则。 

（3）掌握托盘堆码的方式。 

4.仓库布置和设备选用 

（1）掌握仓库布置的方法。 

（2）掌握存储设备选用的方法。 

（3）了解搬运设备和配送车辆。 

5.入库作业 

（1）掌握验收作业流程。 

（2）掌握验收作业管理技能。 

（3）了解入库上架作业设备。 

（4）理解入库上架作业流程。 

（5）掌握入库上架作业管理技能。 

6.补货与拣货作业 

（1）了解补货作业的地位和补货作业信息技术。 

（2）掌握补货作业流程。 

（3）掌握补货作业管理技能。 

（4）了解拣货作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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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理解拣货作业流程。 

（6）掌握拣货作业管理技能。 

7.出库作业 

（1）了解复核作业在仓储作业中的地位与作业设备。 

（2）理解复核作业流程。 

（3）理解合流作业的流程与管理技能。 

（4）掌握点货上车作业流程与管理技能。 

8.配送作业 

（1）理解调度作业流程与管理技能。 

（2）掌握签收作业流程与管理技能。 

（3）掌握收退作业流程与管理技能。 

（4）理解核单作业流程与管理技能。 

9.返品处理作业 

（1）了解返品作业在仓储作业中的地位。 

（2）理解返品处理作业流程。 

（3）掌握返品处理作业管理技能。 

10.盘点作业 

（1）了解盘点作业在仓储作业中的地位。 

（2）理解盘点处理作业流程。 

（3）掌握盘点处理作业管理技能。 

11.安全管理 

（1）掌握人员安全管理的内容。 

（2）掌握货物安全管理的内容。 

（3）理解库房安全管理的内容。 

12.仓储与配送信息技术 

（1）理解仓储管理系统。 

（2）了解运输管理系统。 

知识模块 4.运输作业实务 

1.货物运输的含义 

（1）理解运输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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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常见的货物运输工具。 

2.运输作业中涉及的当事人 

（1）理解托运人的概念。 

（2）理解承运人的概念。 

（3）了解收货人的概念。 

3.运输方式的选择 

（1）掌握公路货物运输方式的特点。 

（2）掌握铁路货物运输方式的特点。 

（3）掌握水路货物运输方式的特点。 

（4）掌握航空货物运输方式的特点。 

（5）了解管道货物运输方式的特点。 

（6）掌握货物运输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4.公路货物运输作业 

（1）理解公路货物运输概念及经营方式。 

（2）理解公路货物运输的托运程序。 

（3）掌握公路货物运输费用的计费因素和运费的计算。 

5.铁路货物运输作业 

（1）理解铁路货物运输的发运方式。 

（2）了解铁路运输货物的类型。 

（3）掌握铁路货物运费的计算。 

6.水路货物运输作业 

（1）理解水路货物运输的含义及营运方式。 

（2）了解海运运费的计算。 

（3）掌握海运业务运作流程。 

7.航空货物运输作业 

（1）理解航空货物运输的方式。 

（2）了解航空货运代理。 

（3）了解航空货物运费的计算。 

8.多式联运 

（1）理解多式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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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多式联运的经营条件及业务组织。 

（3）了解多式联运方案设计。 

9.货物运输保险 

（1）理解货物运输保险的含义、种类和特点。 

（2）掌握货物运输保险主要险种的内容。 

（3）理解货物运输保险业务运作流程。 

（4）理解保险费的核定和计算。 

知识模块 5.快递实务 

1.快递服务的概念 

（1）理解快递服务的定义。 

（2）掌握快件的概念与规格。 

（3）了解快递的种类。 

2.国内快递业务种类与流程 

（1）理解国内快递业务的种类。 

（2）掌握国内快递业务流程。 

3.识别快递禁限寄货物 

（1）掌握禁止寄递的物品和限制寄递的物品。 

（2）掌握禁寄物品的处理方法。 

4.国际快递业务操作流程 

（1）掌握国际快递业务基本操作流程。 

（2）理解国际快件收寄的要求。 

（3）理解国际邮件封装的原则、作用与要求。 

（4）了解国际快递服务的注意事项。 

5.港澳台快递业务操作流程 

（1）理解港澳台快递业务的含义与特点。 

（2）掌握台湾地区速递邮件重量、尺寸要求。 

（3）掌握港澳台禁限寄的物品。 

（4）理解港澳台快递业务操作流程。 

6.国际快件通关流程 

（1）理解快件通关的基本知识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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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进出境快件分类与通关单证。 

（3）了解国际快件的禁限寄物品及海关规定。 

（4）理解国际快件的通关手续、通关规定和异常情况的处理。 

7.快递服务标准 

（1）了解快递服务环节的要求。 

（2）掌握快递服务改进的措施。 

（3）理解国家《快递服务标准》的有关规定。 

8.快递信息技术 

（1）了解快递信息系统、快递条码阅读器。 

（2）理解快递服务常用的信息技术。 

9.快递法律法规 

（1）了解邮政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万国邮政联盟公约的

相关规定。 

（2）了解快递侵权纠纷的成因。 

（3）理解快递服务中的法律责任。 

（4）了解道路交通法规的有关规定。 

10.快递职业基本要求 

（1）理解快递服务的总原则。 

（2）了解快递业安全知识、劳动防护知识、快递专业相关知识、快递业地理知识。 

知识模块 6.货运代理  

1.国际货运代理概念及业务范围 

（1）理解国际货运代理的概念。 

（2）了解国际货运代理的性质。 

（3）掌握国际货运代理的类型。 

（4）掌握国际货运代理的业务范围。 

2.揽货的主要渠道 

（1）理解揽货前的准备工作。 

（2）了解货主的分类和特点。 

（3）掌握如何找到货主。 

3.国际贸易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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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 FOB。 

（2）理解 CFR。 

（3）理解 CIF。 

4.海运集装箱及交接方式 

（1）掌握集装箱的尺寸。 

（2）了解海运集装箱常用交接方式。 

5.四大航线 

（1）理解太平洋航线。 

（2）理解大西洋航线。 

（3）理解印度洋航线。 

（4）理解世界集装箱海运干线。 

6.海运运价与运费 

（1）理解海运费。 

（2）掌握集装箱班轮运费构成。 

（3）掌握集装箱班轮运费计算。 

7.海运提单 

（1）理解提单的内涵。 

（2）了解提单的作用。 

（3）了解提单的签发与更正。 

8.航空货运代理业务流程 

（1）了解航空货运代理进出口业务流程。 

（2）掌握航空货运代理进口订舱业务。 

9.航空运价及运费 

（1）了解航空运价及货物计费重量。 

（2）了解航空运费的计算。 

二、试题题型 

选择题、简答题、计算题、综合分析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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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类专业技能考试标准 

技能模块 1.组托堆码作业 

1.考试内容及要求 

(1)阅读分析考试所提供的相关资料。 

(2)根据资料，正确填写收货检验单。 

(3)根据托盘和货物包装规格，设计合理的堆码方式，并完成托盘码放示意图绘制，托盘码

放示意图绘制要遵循如下规定： 

①用 WORD绘图功能绘制示意图； 

②画出托盘码放的主视图、奇数层俯视图和偶数层俯视图； 

主视图：指从正前方观察组托货物所绘制的示意图。 

俯视图：指从上方观察组托货物所绘制的示意图。 

奇数层俯视图：指第 1、3、5………层的货物摆放示意图。 

偶数层俯视图：指第 2、4、6………层的货物摆放示意图。 

③在图上标出托盘的长、宽尺寸（以 mm为单位）。 

④将托盘上的货物以浅灰色填涂。 

⑤托盘码放时，货物包装物边缘不允许超出托盘边缘 20mm。 

(4)概括现场 5S管理的要点。 

2.考试形式及要求 

(1)考试采取上机测试的方式。 

(2)考试运用 WORD功能填写收货检验单和绘制托盘码放示意图。 

(3)考生应将答案保存到规定的文件夹里并按规定方式提交。 

(4)在答题过程中，考生可以随时检查或修改已答题目的填制内容。 

(5)考生在试卷任何位置中不得泄露真实的个人姓名、学校名称等信息，否则本次考试不得

分。 

3.技术要求 

(1)文档格式：能正确设置 Word文档页面布局。 

(2)保存格式：根据考试要求，将文档保存为 PDF 格式。 

4.考试环境 

每位考生配备一台计算机，考试用计算机之间不能实现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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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硬件设备 

①服务器配置：CPU主频 3GHz以上；硬盘空间 300GB 以上；内存 4GB以上。 

②客户端配置：CPU主频 3GHz以上；硬盘空间 200GB 以上；内存 4GB以上。 

③网络配置局域网，100Mbps 带宽，计算机之间文件不能互传共享。 

④各考点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相应配置，以便考试顺利进行。 

(2)软件环境 

Windows 7 Professional(中文版)、Microsoft Office 2010(中文版)、五笔输入法、搜狗

拼音输入法、智能 ABC 输入法、微软输入法等。 

技能模块 2.操作手动液压托盘车 

1.考试内容及要求 

(1)熟悉手动液压托盘车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能准确判断手动液压托盘车正常工作所具备的条件。 

(3)能正确识读所需移动商品的货位。 

(4)能正确使用手动液压托盘车叉取托盘货物。 

(5)掌握手动液压托盘车的使用方法，能正确操作手动液压托盘车。 

(6)能正确复位手动液压托盘车。 

2.考试形式及要求 

(1)考试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 

(2)考试为考生提供纸质版考试说明。考试说明包括货位图及说明文档（包含商品名称、品

牌、条形码、规格型号、数量、入库时间、需入库的货位等信息）。 

(3)考生根据提供的考试说明，正确使用手动液压托盘车将指定商品搬运至指定货位。 

(4)考试过程中应保持设备及货物的清洁，保证工作场地整洁有序，考试结束后，设备和工

具等应正确归位。 

(5)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所有考试操作。 

(6)遵守物流安全操作规范，防止违规操作手动液压托盘车造成撞倒伤害、滑倒摔伤、搬运

用力不当扭伤、拉伤等事故。 

(7)考生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包括安全背心、安全帽等。 

3.技术要求 

(1)作业过程中 

①手动液压托盘车的货叉在进入托盘插孔时，不允许碰撞托盘，并保证货叉进入托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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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均匀分布在货叉上。 

②抬升托盘。将手动液压托盘车的舵柄下压到上升档，手柄上下往复，至托盘离地 2-3CM，

并将舵柄回至空档。 

③载物起步时，应先确认所载货物平稳可靠，起步时须缓慢平稳起步。 

④运行过程中，操作者避免面向托盘倒拉托盘车。 

⑤货物运送到指定位置时，将舵柄提升到下降档，货叉降至最低时方可拉出手动液压托盘

车。 

(2)作业完成后 

①停车时，手柄应与货叉保持垂直。 

②确保货叉已降至最低位置。 

③手动液压托盘车停放在规定存放区。 

4.考试环境 

主要设备及规格如下： 

(1)托盘货架 

钢构，货架经过酸洗、磷化处理，表面处理方式为静电喷塑；立柱颜色建议采用宝蓝色，

横梁建议采用亮橘红色；适用的托盘规格：1200×1000(mm)左右；货架立柱为 90mm，壁厚

≥1.8mm，层高 1100mm 左右，满载状态下横梁的挠度：<1/300 ；组合式可拆装，每组外尺

寸 2480×800×4200(mm)左右，单元承重不低于 1吨。 

(2)手动液压托盘车 

额定负载：2000kg；货叉最低高度：85mm；货叉最高高度：200mm； 

货叉总宽：540mm；转向轮：Ф180×50(mm)；承重轮双轮：Ф80×70(mm)； 

货叉尺寸：160×50(mm)。 

(3)托盘规格：1200×1000(mm)木制托盘，不少于 5个。 

(4)模拟货品：货品种类不少于 5种。 

技能模块 3.拣货作业 

1.考试内容及要求 

(1)阅读分析拣货单。 

(2)根据拣货单，完成拣货任务。 

(3)根据拣货结果完成拣货单。 

(4)正确选用操作仓储设备，进行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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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生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物流常规作业的能力，能熟练使用物流仓储设备，并进行

5S管理。 

2.考试形式及要求 

(1)考试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方式。 

(2)考试提供纸质版拣货单,考生根据所提供的拣货单，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分析并完

成拣货任务。 

(3)考生在实操过程中不得泄露真实的个人姓名、学校名称等信息，否则本次考试不得分。 

3.技术要求 

(1)作业过程中 

①考生按照拣货单拣选出正确数量的出库货物，完成电子拣选。 

②整托拣货时，要合理选择搬运设备，并进行规范操作。 

(2)作业完成后 

将搬运设备正确停放在规定区域内。 

4.考试环境 

每位考生对应一个货物储存区，对托盘货架区以及电子拣选区的货物进行作业。 

硬件设备： 

①电子标签系统：1 套控制器、转换器、绿灯完成器和订单显示器，大于 12 片电子标签。

5 位数 7 段式 LED 显示，1 个确认按钮及 2 个功能键，红色指示灯。电压/电流：BJ12V 

/200mA。 

托盘货架： 

适用的托盘规格：1200×1000(mm)左右；货架立柱为 90mm，壁厚≥1.8mm，层高 1100mm 左

右，满载状态下横梁的挠度：<1/300 ；组合式可拆装，每组外尺寸 2480×800×4200(mm)

左右，单元承重不低于 1吨。 

②配套辅助材料：标签尺寸（mm）：长宽高分别是 148×46×30(mm)；周转箱：尺寸 600×

400×320(mm)，容积 65L。 

纸箱： 

外径：190×370×270(mm)；外径：285×380×270(mm)； 

外径：320×480×200(mm)；外径：380×570×220(mm)； 

外径：350×350×245(mm)；外径：380×480×220(mm)； 

外径：300×580×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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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规格：1200×1000(mm)木制托盘。 

模拟货品种类大于 15 种。 

③搬运设备： 

手动液压托盘车技术参数： 

额定负载：2000kg；货叉最低高度：85mm；货叉最高高度：200mm； 

货叉总宽：540mm；转向轮：Ф180×50(mm)；承重轮双轮：Ф80×70(mm)； 

货叉尺寸：160×50(mm)。 

手推车：轮式，扶手可折叠，载重 50kg以上。 

④网络配置局域网,100Mbps 带宽，计算机之间文件不能互传共享。 

⑤考点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相应配置，以便考试顺利进行。 

技能模块 4.缮制物流仓储业务单证  

1.考试内容及要求 

(1)阅读分析考试所提供的相关资料。 

(2)根据资料，正确缮制物流仓储作业相关单证。 

(3)缮制内容完整，填写准确、清楚。 

(4)正确运用相关的专业术语。 

(5)物流仓储作业考试单证包括入库单、拣货单、出库单、盘点单。 

2.考试形式及要求 

(1)考试采取上机操作测试方式。 

(2)考试提供物流仓储业务单证模板,考生在所提供模板上缮制物流仓储业务相关单证。 

(3)考生应将答案保存到规定的文件夹里并按规定方式提交。 

(4)在答题过程中，考生可以随时检查或修改已答题目的填制内容。 

(5)考生考号、姓名等信息需填在试卷密封线内的相应位置，考生不得在试卷其他位置中泄

露真实的个人姓名、学校名称等信息，否则本次考试不得分。 

3.技术要求 

(1)填写要求：所答内容均填写在表格内，禁止填写在表格外。 

(2)保存格式：根据考试要求，将文档保存为 PDF 格式。 

(3)计算结果：计算结果有小数点的，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四舍五入。 

4.考试环境 

每位考生配备一台计算机，考试用计算机之间不能实现文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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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硬件设备 

①服务器配置：CPU主频 3GHz以上；硬盘空间 300GB 以上；内存 4GB以上。 

②客户端配置：CPU主频 3GHz以上；硬盘空间 200GB 以上；内存 4GB以上。 

③网络配置局域网，100Mbps 带宽，计算机之间文件不能互传共享。 

④考点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相应配置，以便考试顺利进行。 

(2)软件环境 

Windows 7 Professional(中文版)、Microsoft Office 2010(中文版)、五笔输入法、搜狗

拼音输入法、智能 ABC 输入法、微软输入法等。 

技能模块 5.缮制物流运输业务单证  

1.考试内容及要求 

(1)阅读分析考试所提供的相关资料。 

(2)根据资料，正确缮制物流运输作业相关单证。 

(3)缮制内容完整，填写准确、清楚。 

(4)正确运用相关的专业术语。 

(5)物流运输作业考试单证包括公路货物运单、铁路货物运单。 

2.考试形式及要求 

(1)考试采取上机操作测试方式。 

(2)考试提供运输业务单证模板,考生在所提供模板上缮制物流运输业务相关单证。 

(3)考生应将答案保存到规定的文件夹里并按规定方式提交。 

(4)在答题过程中，考生可以随时检查或修改已答题目的填制内容。 

(5)考生考号、姓名等信息需填在试卷密封线内的相应位置，考生不得在试卷其他位置中泄

露真实的个人姓名、学校名称等信息，否则本次考试不得分。 

3.技术要求 

(1)填写要求：所答内容均填写在表格内，禁止填写在表格外。 

(2)保存格式：根据考试要求，将文档保存为 PDF 格式。 

(3)计算结果：计算结果有小数点的，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四舍五入。 

4.考试环境 

每位考生配备一台计算机，考试用计算机之间不能实现文件共享。 

(1)硬件设备 

①服务器配置：CPU主频 3GHz以上；硬盘空间 300GB 以上；内存 4GB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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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客户端配置：CPU主频 3GHz以上；硬盘空间 200GB 以上；内存 4GB以上。 

③网络配置局域网，100Mbps 带宽，计算机之间文件不能互传共享。 

④考点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相应配置，以便考试顺利进行。 

(2)软件环境 

Windows 7 Professional(中文版)、Microsoft Office 2010(中文版)、五笔输入法、搜狗

拼音输入法、智能 ABC 输入法、微软输入法等。 

技能模块 6.物流中心作业优化 

1.考试内容及要求 

(1)阅读分析考试所提供的相关资料。 

(2)完成出入库数量及金额统计。 

(3)计算库存结余量和库存结余金额。 

(4)根据库存结余信息，编制完成货架存储图。 

(5)根据给定标准，计算物动量并进行 ABC分类。 

(6)根据 ABC分类结果及移库规则，进行库位调整，完成移库作业计划表。 

(7)根据入库通知单，编制组盘入库计划表。 

(8)根据出库通知单编制出库拣选计划表（包括整箱出库和零散出库）。 

(9)根据实际情况，编制补货作业任务计划。 

(10)编制盘点作业计划表。 

(11)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物流常规作业的能力，能熟练使用 Microsoft Office 2010(中

文版)办公软件，根据考试提供的模板完成作业优化。 

2.考试形式及要求 

(1)考试采取上机操作测试方式。 

(2)考试提供物流业务案例(Microsoft Office 2010 word 文件格式),考生在所提供的模板

上完成作业任务优化内容。考生不得修改 WORD模板中给定的格式、内容。 

(3)考生应将答案保存到规定的文件夹里并按规定方式提交。 

(4)在答题过程中，考生可以随时检查或修改已答题目的填制内容。 

(5)考生考号、姓名等信息需填在试卷密封线内的相应位置，考生不得在试卷其他位置中泄

露真实的个人姓名、学校名称等信息，否则本次考试不得分。 

3.技术要求 

(1)考生熟练运用 Excel表格完成相关数据计算，要求运算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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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WORD中绘制货架存储图时大小要适宜，不得超出范围。 

4.考试环境 

每位考生配备一台计算机，考试用计算机之间不能实现文件共享。 

(1)硬件设备 

①服务器配置：CPU主频 3GHz以上；硬盘空间 300GB 以上；内存 4GB以上。 

②客户端配置：CPU主频 3GHz以上；硬盘空间 200GB 以上；内存 4GB以上。 

③网络配置局域网，100Mbps 带宽，计算机之间文件不能互传共享。 

④考点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相应配置，以便考试顺利进行。 

(2)软件环境 

Windows 7 Professional(中文版)、Microsoft Office 2010(中文版)、五笔输入法、搜狗

拼音输入法、智能 ABC 输入法、微软输入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