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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5_B8_88_E8_c31_515904.htm 物流节点的定义 广义

的物流节点是指所有进行物资中转、集散和储运的节点,包括

港口、空港、火车货运站、公路枢纽、大型公共仓库及现代

物流(配送)中心、物流园区等。 狭义的物流节点仅指现代物

流意义的物流(配送)中心、物流园区和配送网点。 物流节点

概述 物流的过程，如果按其运动的程度即相对位移大小观察

，它是由许多运动过程和许多相对停顿过程组成的。一般情

况下，两种不同形式运动过程或相同形式的两次运动过程中

都要有暂时的停顿，而一次暂时停顿也往往联接两次不同的

运动。物流过程便是这种多次的“运动停顿运动停顿”所组

成。 与这种运动形式相呼应，物流网络结构也是由执行运动

使命的线路和执行停顿使命的结点两种基本元素所组成。线

路与接点相互关系、相对配置以及其结构、组成、联系方式

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物流网络，物流网络的水平高低、功能

强弱则取决于网络中两个基本元素的配置和两个基本元素本

身。 全部物流活动是在线路和结点进行的。其中，在线路上

进行的活动主要是运输，包括：集货运输、干线运输、配送

运输等。物流功能要素中的其他所有功能要素，如包装、装

卸、保管、分货、配货、流通加工等，都是在结点上完成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物流结点是物流系统中非常重要

的部分。实际上，物流线路上的话动也是靠结点组织和联系

的，如果离了结点，物流线路上的运动必然陷入瘫痪。 现代

物流网络中的物流结点对优化整个物流网络起着重要作用，



从发展来看，它不仅执行一般的物流职能，而且越来越多地

执行指挥调度、信息等神经中枢的职能，是整个物流网络的

灵魂所在，因而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在有的场合也

称之为物流据点，对于特别执行中枢功能的又称物流中枢或

物流枢纽。 物流结点是现代物流中具有较重要地位的组成部

分，这是因为物流学形成初期，学者们和实业家都比较偏重

于研究物流若干基本功能，如运输、储存、包装等，而对结

点的作用认识不足。物流系统化的观念越是增强，就越是强

调总体的谐调、顺畅，强调总体的最优，而结点正是处在能

联结系统的位置上，总体的水平往往通过结点体现，所以物

流结点的研究是随现代物流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是现代物流

学研究不同于以往之处。 物流结点的功能及作用 综观物流结

点在物流系统中的作用，物流结点是以以下功能在物流系统

中发挥作用的，其主要功能如下： 1、衔接功能。物流结点

将各个物流线路联结成一个系统，使各个线路通过结点变得

更为贯通而不是互不相干，这种作用称之为衔接作用。 在物

流未成系统化之前，不同线路的衔接有很大困难，例如轮船

的大量输送线和短途汽车的小量输送线，两者输送形态、输

送装备都不相同，再加上运量的巨大差异，所以往往只能在

两者之间有长时间的中断后再逐渐实现转换，这就使两者不

能贯通。物流结点利用各种技术的、管理的方法可以有效地

起到衔接作用，将中断转化为通畅。 物流结点的衔接作用可

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主要有： 通过转换运输方式衔接不同

运输手段； 通过加工，衔接干线物流及配送物流； 通过储存

衔接不同时间的供应物流和需求物流； 通过集装箱、托盘等

集装处理衔接整个“门到门”运输，使之成为一体。 2、信



息功能。物流结点是整个物流系统或与结点相接物流的信息

传递、收集、处理、发送的集中地，这种信息作用在现代物

流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复杂物流储单元能联结

成有机整体的重要保证。 在现代物流系统中，每一个结点都

是物流信息的一个点，若干个这种类型的信息点和物流系统

的信息中心结合起来，便成了指挥、管理、调度整个物流系

统的信息网络，这是一个物流系统建立的前提条件。 3、管

理功能。物流系统的管理设施和指挥机构往往集中设置于物

流结点之中，实际上，物流结点大都是集管理、指挥、调度

、信息、衔接及货物处理为一体的物流综合设施。整个物流

系统的运转的有序化和正常化，整个物流系统的效率和水平

取决于物流结点的管理职能实现的情况。 物流节点的分类 现

代物流发展了若干类型的结点，在不同领域起着不同的作用

，但学者们尚无一个明确的分类意见，这有两个原因： 其一

是许多结点有同有异，难以明确区别； 其二是各种结点尚在

发展过程中，其功能、作用、结构、工艺等尚在探索，使分

类难以明朗化。 试按结点的主要功能分类如下： 在各个物流

系统中，结点都起着若干作用，但随整个系统目标不同以及

结点在网络中的地位不同，结点的主要作用往往不同，根据

这主要作用可分成以下几类： 1、转运型结点。 以接连不同

运输方式为主要职能的结点；铁道运输线上的货站、编组站

、车站，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转运站、终点站，水运线上的

港口、码头，空运中的空港等都属于此类结点。一般而言，

由于这种结点处于运输线上，又以转运为主，所以货物在这

种结点上停滞的时间较短。 2、储存型结点。 以存放货物为

主要职能的结点，货物在这种结点上停滞时间较长。在物流



系统中，储备仓库、营业仓库、中转仓库、货栈等都是属于

此种类型的结点。 尽管不少发达国家仓库职能在近代发生了

大幅度的变化，一大部分仓库转化成不以储备为主要职能的

流通仓库甚至流通中心，但是，在现代世界上任何一个有一

定经济规模的国家，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保证企

业经营的正常开展，保证市场的流转，以仓库为储备的形式

仍是不可缺乏的，总还是有一大批仓库仍会以储备为主要职

能。在我国，这种类型的仓库还占主要成分。 3、流通型结

点。 以组织物资在系统中运动为主要职能的结点，在社会系

统中则是组织物资流通为主要职能的结点。现代物流中常提

到的流通仓库、流通中心、配送中心就属于这类结点。 需要

说明的是，在各种以主要功能分类的结点中，都可以承担着

其他职能而不完全排除其他职能。如转运型结点中，往往设

置有储存货物的货场或站库，从而具有一定的储存功能，但

是，由于其所处的位置，其主要职能是转运，所以按这主要

功能归人到转运型结点之中。 4、综合性结点。 在物流系统

中集中于一个结点中全面实现两种以上主要功能，并且在结

点中并非独立完成各自功能，而是将若干功能有机结合于一

体，有完善设施、有效衔接和谐调工艺的集约型结点。这种

结点是适应物流大量化和复杂化，适应物流更为精密准确，

在一个接点中要求实现多种转化而使物流系统简化、高效的

要求出现的，是现代物流系统中结点发展的方向之一。 物流

节点类型的分析 物流节点是物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

织各种物流活动，提供物流服务的重要场所。现代物流发展

了若干类型的物流节点，不同的物流节点对物流系统的作用

是不同的。很多地区在进行物流规划时，对于物流系统中的



层次关系界定不清，各地规划的物流节点类型缺乏统一标准

，造成物流中心、物流园区等名词大量混用的现象。由此导

致物流节点总体指导思想、层次关系及其相应功能界定等诸

多方面的混乱。进而出现了某些物流中心的布置紧邻铁路编

组站、机场、港口；或者周围至少有两种以上的运输方式相

连，要求面积至少100hm2，且周围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附

近有从事运输、仓储的物流企业，特别是有一些大型的国际

著名的物流企业。而有些物流园区完全建在市中心地区，且

周边交通条件不好，有些又建在远离市区的公路交汇处，造

成了园区在短时间内很难吸引各种类型的企业入驻等错误理

念。这些问题影响了政府和企业发展现代物流方面的合作与

分工。因此，深入探讨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等物流节点的概

念及其相互关系，可以明确政府和企业在现代物流发展中的

合理定位。 一、物流节点的类型及相互关系物流节点的类型 

物流节点一般被分为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3种类型

。由于配送中心一般是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布设，所以只对

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的概念作进一步辨析。 关于物流园区的

概念，国内尚无确切定义，根据物流园区的特征，可表述：

物流园区是在几种运输方式衔接地形成的物流节点活动的空

间集散体，是在政府规划指导下多种现代物流设施和多家物

流组织机构在空间上集中布局的大型场所，是具有一定规模

和多种服务的新型物流业务载体。 物流中心则是综合性、地

域性、大批量的货物物理位移转换集散的新型设施设备的集

合，它把物流、信息流融为一体成为产销企业之间的中介组

织和现代物流活动的主要载体。 物流园区与物流中心的区别 

物流园区是物流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多个物流中



心的空间集聚载体。 从许多学者对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的概

念解释中可以归纳出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的不同点。 (1)功能

不同。物流园区具有多式联运、综合运输、干线终端运输等

大规模处理货物和提供服务的功能。物流中心则主要是分销

功能，并且具有货物运输中转功能，且以配送业务为主。 (2)

用地的要求不同。物流园区要求物流企业及相关的一些辅助

企业在园区内聚集，且基础设施相对齐全，要处理的物流量

大，必须在其周围留有适当的空间为以后发展之用，所以物

流园区要求用地充裕且具有扩展性。而物流中心在这方面没

有如此严格的要求。 (3)改善城市交通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

物流园区一般建在远离市中心的地区，布设在城市外围或郊

区，同时注重园区与城市对外交通枢纽的联动规划建设，所

以对改善城市交通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而物流中心主要是

以配送业务为主，要求以快速准时为客户提供服务，因此，

在空间距离上应尽量靠近需求点，并且要有连接市中心的快

速干道，所以物流中心对改善城市交通环境的作用不是很大

。 (4)服务对象不同。物流园区应有综合性的基础服务设施，

且面向全社会提供服务。物流中心则只在局部领域进行经营

服务。 (5)对市场的要求不同。物流园区内聚集了很多的供应

商，生产商、销售商和第三方物流企业，所以要求物流园区

所服务的市场是多样化的。物流中心仅具有第三方物流企业

的功能，所以服务的市场一般是专业化的。 (6)经营、管理方

式不同。物流园区不一定是经营管理的实体，物流经营企业

之间的关系可以是资产入股、租赁、合作经营或联合开发。

物流中心则是物流经营和管理的实体。 (7)政府给与的政策不

同。政府为了吸引各种企业在物流园区内聚集，使其获得规



模效益、范围效益，进而降低物流成本，政府通常为入驻的

物流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而对物流中心这样的优惠政策

较少。 因此，某一物流节点是建设物流园区还是物流中心，

应由所服务地域空间的软硬件环境所决定。只有当物流节点

选择的类型对空间的特殊要求与所服务空间所提供的软硬件

环境相适应时，物流节点选择的类型才是正确的，才能促进

物流系统和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物流节点类型的确定 物流

节点类型的确定具有一定模糊性，难以找到严格确定类型的

量化标准。因此，采用模糊聚类方法比较适合解决这种问题

。 模糊聚类分析是指从一批样本的多个观测指标中，找到度

量样本之间相似程度的统计量，构成一个对称的相似矩阵，

在此基础上寻找样本之间和样本组合之间的相似程度，按相

似程度大小将样本逐一归类形成一个亲疏关系谱系图，用以

观察分类对象的差异和联系。 分类指标体系的建立 建立分类

指标体系应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以达到客观评价物

流节点的类型与物流节点所服务区域的类别适应性的目的。

1、物流节点发生的物流量及其发展水平 由于物流节点的建

设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所以物流节点的类型确定不仅要适

应现在发展的需要，还要适应将来发展的需要。故指标的取

值应取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平均值。本文取用的分别是2004

年、2005年、2006年、2010年和2020年的平均值。 (1)物流节

点的物流量。是反映物流节点作业能力的指标。传统上反映

物流量的主要指标是吞吐量和周转量。但是，这两个指标无

法适应多种物品小批量、高频度的趋势，如物流节点的顾客

距离较远，则周转量越大，费用也越高。如以吨公里最大为

决策目标，则物流节点与顾客的距离越远，周转量越大。这



显然违背设置物流节点的根本目的。故本文采用第三方物流

作业量进行衡量。 (2)物流节点作业量的发展水平。可以采用

第三方物流作业量的增长率加以衡量。 2、工商业发展水平 

工商企业是物流服务需求主体，工商业的发展水平高，则说

明对物流服务的需求或潜在需求大。物流节点在此布局，一

方面要考虑有助于促进当地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应便于

吸引物流企业入驻，提高运营效益。这是判定物流节点类型

的重要依据。 (1)工业发展水平。较大的工业发展规模对于物

流节点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支持作用，有利于大型物流园区的

建设和运营。该指标采用工业增加值加以衡量。 (2)工业市场

物流客户潜在规模。这对投资于物流节点的企业有重要影响

，有利于高层物流节点的发展。此指标可采用工业总产值 500

万元以上工业企业数进行衡量。 (3)地区零售市场规模。国民

经济各有关行业通过各种渠道向居民和社会集团供应生活消

费品，均需要通过物流服务得以实现，其规模大小对于建设

不同层次的物流节点具有重要影响。此指标可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加以衡量。 (4)工业总产值。以地区工业总产值进行

衡量。该值越大，表明该物流节点所服务地区的工业实力越

强，物流节点提供的物流服务的功能也越全面。 (5)商业发展

水平。此指标可用批发零售贸易总额加以衡量。 (6)与物流相

关行业的产值。运输、仓储是物流环节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

环节。同样运输、仓储业的发展水平也可以用来衡量物流节

点所服务区域的物流服务需求程度的高低。采用运输仓储业

产值占 GDP的百分比加以衡量。 3、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水平

(1)进出口贸易发展规模。此指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加以衡量

。 (2)进出口企业规模。可采用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数加以衡



量。 4、区域交通运输区位优势 物流节点作为物流诸要素活

动的主要场所，为保证物流作业的顺畅进行，必须具有良好

的交通运输联络条件， (1)物流节点所在区域的货物运输量。

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运输物流市场的供给情况，反映运输业

的发展水平。一般包括铁路、公路货运量和港口吞吐量。此

指标可用地区货物运输总量加以衡量。 (2)交通通达度。用路

网密度能很好地表明物流节点所服务地区的交通通达质量，

该因素可以用铁路网及公路网密度加以衡量。 (3)物流节点货

物平均运距。表明一般情况下物流节点可能的覆盖范围。可

采用地区货物周转量与地区总货运量之比进行衡量。 (4)交通

运输设施的发展水平。交通运输设施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较有利于未来物流节点的集疏运。可用交通运输设施建设

投资的增长率加以衡量。 5、用地条件 (1)土地价格。物流节

点的建设需要占用大面积的土地，所以土地价格的高低将直

接影响物流节点的规模大小。有的区域鼓励物流企业的发展

，对在当地建设物流节点予以鼓励支持，土地的获得就相对

容易，地价及地价以外的其他土地交易费用也可能比较低。

该指标用单位土地的开发成本进行衡量。 (2)大面积土地的可

得性。用预留用地规模指标进行衡量。 6、环境保护要求 物

流节点的设置需要考虑保护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等因素，尽

可能降低对城市生活的干扰，对于大型的物流节点应尽量设

置在远离市区的地方。物流节点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衡量的取

值，可考虑当物流节点建在城市边缘取值为3：建在市区取值

为1；建在市中心和城市边缘之间的取值为2。 物流节点类型

的确定 以台州市为例，结合台州城市形态、交通运输网络布

局及各市县经济发展状况，在城市不同方位、多种运输方式



衔接地及高速公路汇集处，规划了11个物流节点。分别是：

①椒江海门港；②路桥螺洋；③临海大田：④黄岩新前，⑤

温岭箬横：⑥三门健跳港，⑦仙居白塔；⑧二门珠岙：⑨天

台新城：⑩玉环楚门；⑩仙居下各(临海白水洋)。 1、指标的

筛选 由于在“2.广节中所建立的指标中存在着较多的信息重

叠。直接用来分析问题，不但模型复杂，而且还会因为指标

间存在的多重共线而引起较大的误差，所以必须要对初始建

立的指标进行筛选。其方法主要采用指标相关性分析和空间

差异度分析。据以对初始建立的指标进行取舍，以构建优化

的确定物流节点类型的指标体系。 从对建立的17个指标进行

指标相关性分析和空间差异度分析可以得出：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和运输仓储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这两项指标的空间

差异度均小于0.5，所以应将这两项指标予以剔除。第三方物

流作业量与地区货物运输总量的相关性大于0.9，且地区货物

运输总量的空间差异度要小于第三方物流作业量的空间差异

度，所以将地区货物运输总量这项指标精简。 通过对指标进

行分析，剔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运输仓储业产值占GDP

百分比、地区货物运输总量这3项指标，物流节点类型确定的

指标体系由14项指标构成。 2、聚类分析 利用统计软件SPSS

的层次聚类法对11个物流节点样本进行聚类分析，得出图1。 

由图1看出，①、⑥、⑧号物流节点可以分为一类，剩下的8

个物流节点分为一类。因为①号物流节点处于海门港的附近

，⑥号物流节点处于健跳港的附近，⑧号物流节点受到健跳

港的影响，这3个物流节点进出口贸易总额和有进出口实绩的

企业数都较大，要求这3个物流节点的服务功能要相对齐全；

又有来自内地的物流量，使这3个物流节点的平均运距较大，



形成辐射的范围大，要求留有足够的用地空间，而这3个物流

节点均处城市边缘地带，能够满足用地需要。这些相似性使

这3个物流节点聚为一类，具备发展物流园区的条件，所以将

椒江海门港、三门健跳港及三门珠岙3个物流节点，定位为物

流园区。剩下的8个物流节点，由于并不具有明显的物流园区

条件，所以将其定位为物流中心。 总结 对物流节点类型的确

定，可以明确政府的职能。在硬件建设方面，政府应该按照

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的不同特性要求，有计划的进行基础设

施的投资与建设。在软件方面，政府应该更加明确的加大建

设物流园区的补贴力度，且为入驻物流园区的企业提供各种

优惠政策。百考试题收集整理。"#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