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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5_B8_88_E8_c31_595372.htm １ 研究的必要性 物流

是劳动对象在形成过程中的一种运动的表现形式，起始于原

材料的采购，经运输、加工制造的生产流程，再进入流通过

程，最后终止于客户手中。它也具有一般运动的基本属性－

－空间与时间，它要占据一定的空间和在空间上的移动，它

表现为时间上的延续，要消耗时间。物流是产品的形成过程

和转移，是价值的增值过程，流速越快，意味着产品的流转

周期越短，资金周转越快。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物流

并不是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在多处多次发生停顿。 物

流管理是面向过程的管理，要尽可能地消除停顿，使物尽所

畅，这是对百年来泰勒所强调的职能管理的挑战。使被分解

的采购物流、制造物流、销售物流再次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物

流过程，使我们把管理的注意力回归到企业整体上来。越来

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加快物流速度对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

重要意义。海尔集团张瑞敏说物流就是以时间消灭空间，其

含义是通过物流加速可以减少仓库，减少库存量。戴尔公司

让“库存加速”，比竞争对手取得５％的成本优势。 物流管

理向来有５ Ｒｉｇｈｔ 之说，即从成本、质量、产品、地点

、到达时间五方面对物流管理提出要求。然而，从根本上说

，物流管理是使物流加速，物流速度快了，就能满足５Ｒｉ

ｇｈｔ 的要求。从这层意义上说，物流管理就是对物流时间

的管理。一个物流过程可以分成若干阶段，具有不同的运动

方式或形态，通过研究其发生的原因，揭示其中的规律，即



可科学地计算出每项运动所消耗的时间，进而可以规定每项

物流作业的时间定额，使物流管理在时间要素的管理上实现

量化，这将大大提高物流管理的水准。这是一项基础工作，

十分必要。 ２ 物流时间消耗分类 对于物流时间消耗研究的目

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根据本文研究加快物流速度的目

的，应该从货物在物流过程中的运动状态分类，可以分成运

动与静止两大类。再根据运动和静止的不同性质，可以获得

下一层次的分类。 在运动时间中，外部途中运输又可分为两

类，采购物品的途中运输和销售物品的途中运输。内部移动

时间主要包括库内的运输，仓库与生产地点之间的运输和生

产过程中作业地之间的运输。运输使物体在空间位置上产生

移动，需要消耗时间，其时间量由距离和速度求得，其中途

中运输消耗的时间较长。物体加工时并没有发生空间位置转

移，但它的消耗时间计算方法与运输时间相似，由加工量和

加工速度求得，所以归入运动时间。 在静止时间中，库存时

间占居绝大部分，它又有原材料库存，在制品库存和商品库

存三种形态。其中商品库存较为复杂，在被最终消费以前可

能存在于制造商仓库、代理商仓库和零售商仓库。等待时间

发生在制造现场或者运输过程中，在设备前等待加工和加工

完毕等待运送，运输设备由于种种原因发生的等待，如果计

划不当，这类等待时间可能会很长。交接时间指物流过程中

相邻两环节之间在交接时发生的等待，具体表现为验收时的

点数、质量检验等，以及发货时的复查与等待。 整个物流过

程所消耗的时间是由许许多多的具体的作业时间构成的，因

此，研究每项作业消耗时间的原因和规律，制订作业消耗时

间标准是物流时间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３ 物流时间定额制定



方法 物流时间定额，是指企业对物流过程中的每一个物流作

业的时间消耗制定标准，从而为加强物流过程每个环节的控

制与管理提供有力依据。要制定物流时间定额，首先要对物

流过程中不同状态的时间构成有较全面地了解，分析其影响

因素，结合自身的物流技术和管理水平，科学的计算出物流

各阶段、各状态下每一项作业的合理时间，并使之系统化，

成为物流的时间定额，形成物流的作业标准。 ３．１物流的

运动时间 运动是物流的最基本特征，运动时间也占据了物流

过程中主要时间构成，这主要包括外部途中运输、内部移动

时间及产品加工时间。 ３．１．１外部途中运输时间。外部

途中运输是指在企业外部原材料、制成品的运输过程，其时

间消耗主要由路线长度和运输速度直接决定，即 Ｔｓｔ＝ 其

中：Ｔｓｔ为标准运输时间， ｓ 为运输距离， ｖ 为平均运

动速度。 在计算长途公路运输的平均速度时，应考虑到卡车

途中加油，以及驾驶员进餐、休息等正常生理需要所用的时

间，这些因素与行驶路程或时间成正比，可以直接加到平均

运动速度的计算中。 同时，考虑到航空、水运、铁路及公路

等运输方式的不同特点，应适当为不可预知因素留有余地，

这样的处理方式特别对多环节的联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可能包括不利天气对航空、水运的影响，铁路的列车晚点

，公路运输的交通堵塞等。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延长外部运输

的时间，可以在制定该部分时间定额时，加入不确定因素的

影响，对标准运输时间进行修正，此时计算公式变成： Ｔ＝

（１＋ ｆ） 其中： ｆ 为不确定因素对标准运输时间的影响

因数，主要由不确定因素发生的概率和每次的平均影响程度

共同决定，这可以利用统计资料计算得出。 进一步分析可知



，ｆ 的值在不同时间是不同的，例如不利天气影响航空、水

运的概率在不同季节中是不同的，货运列车会受到春运等客

运高峰的影响，而公路运输特别是在市区一天中的不同时段

内发生交通堵塞的情况是不同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计

算出不同时间下的ｆ的值，能够更好的发挥时间定额的管理

和控制功能。 此外，外部运输中的装卸作业是必不可少的，

其中也包括无法直接控制的办理手续、等待及排队时间，这

与运输距离无关，可在运输时间中加入这些时间，即 Ｔ＝（

１＋ ｆ）＋Ｔａｓｓ 其中：Ｔａｓｓ为装卸作业、办理手续

、等待及排队时间的总和。 ３．１．２内部移动时间。内部

移动时间是在企业内进行的必要运输，相对于外部运输，内

部运输的影响因素要简单得多，整个过程几乎都在企业的直

接控制之下，不可预知因素的发生机会很小，可以不必考虑

，这样内部移动时间可表示为： Ｔ＝＋Ｔａｓｓ 其中字母含

义与外部途中运输时间公式中的相同。 ３．１．３产品加工

时间。产品加工、包装、分拣等作业时，没有发生空间位置

转移，但其消耗时间可由作业量和作业速度计算求得，这一

点与运输时间相似，因此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Ｔ＝＋Ｔａｓ

ｓ 其中：ｑ 为作业量； ｕ 为平均作业速度，可以按照劳动

定额的通用方法进行计算； Ｔａｓｓ为与作业量无关的准备

工作以及必要的等待过程所需要的时间。 ３．２物流的静止

时间 静止时间主要包括库存时间、等待时间和交接时间。物

流中的静止时间，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产生价值的，延长了物

流消耗时间，占用有限的资金，更为重要的是极大的降低了

物流服务水平，掩饰了物流系统的管理问题，必须加以严格

控制。制定物流的静止时间定额，首先要对物流静止时间产



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有深入的了解，认识和辨别其中包含的

合理因素，对不合理的部分加以控制，结合自身物流系统的

实际情况，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物流静止时间定额标准体系。 

３．２．１ 库存时间。在物流静止时间中，库存时间占居绝

大部分，控制库存时间是加速物流的重要途径。对库存时间

进行定额管理，是物流时间定额管理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

库存广泛存在于物流系统中多个环节，涉及原材料库存、在

制品库存和商品库存。合理的库存，有利于保证客户服务水

平，可以使采购、生产、运输等环节采用更经济的批量从而

降低总成本，同时满足客户需求，降低企业成本。这是库存

对物流系统有利的一面，但过高的库存增加了物流消耗时间

，占用资金，且掩饰了系统中存在的管理问题，割裂了物流

系统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所以库存被认为是一种浪费是有一

定道理的。 控制库存一直是物流管理中的难题，许多方法把

控制的对象放在了库存数量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

方法体系。库存的时间定额管理，则把控制对象放在了库存

物品的存放时间上，把库存还原成物流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通过控制库存占用的物流时间，达到减少库存和物流加速的

目的。库存的时间管理有着突出的优势，它将库存控制放回

到物流系统管理中来，抛弃了孤立的库存数量管理方式。在

另一方面，由于库存时间经常带来物品不可避免的损耗，例

如露天存放的钢铁发生锈蚀，包括食品在内的许多物品存在

有效期限，物流时间定额管理以库存物品的时间为管理核心

，充分考虑到了时间对物品的影响，避免了以往库存数量管

理对个别物品库存时间的忽视。 影响库存时间的因素很多。

库存经常作为物流系统的缓冲，承担着消化系统中众多不确



定因素影响的任务，同时由于经济订货批量的存在产生了决

定库存时间的基本因素。库存的时间定额也主要由这两方面

组成，再加上库存手续和信息处理所需要的时间，即 Ｔ＝Ｔ

ｅｓｓ＋Ｔｕｎｃ＋Ｔａｓｓ 其中： Ｔｅｓｓ为由经济订货

批量决定的基本库存时间； Ｔｕｎｃ为消化物流系统不确定

因素需要的库存时间。 Ｔａｓｓ 为手续及信息处理的时间； 

制定库存时间定额时，手续及信息处理的时间Ｔａｓｓ可以

通过劳动定额的方法直接给出，经济订货批量决定的基本库

存时间 Ｔａｓｓ根据成本数据计算得出，消化物流系统不确

定因素需要的库存时间Ｔｕｎｃ则需要根据物流系统实际、

利用统计资料和历史数据制定出最佳值。 ３．２．２ 等待时

间。缩短现场等待时间，依赖于整个系统周密的生产运营计

划和执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等待时间是整个物流系统

计划和执行水平的直接体现。合理的规范等待时间定额，并

进行严格的控制是督促改进物流系统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绝大多数的生产过程都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而且不同环节

的工序经常在空间上存在距离，需要一定的运输工具把在制

品输送到下一个环节或者进行必要的仓储。由于除了生产流

水线以外，加工速度与运输工具充分运行时的工作速度和批

量经常存在一定差异，而且生产过程中前后工序的加工速度

可能存在的差异，所以加工中的等待时间经常发生。此外，

物品运输过程中也有等待时间，这包括在运输过程中由于通

关、装卸、信息处理、必要手续的办理等原因带来的物流停

顿。在多种运输方式联运中，物品在不同运输方式间的转移

过程，等待占用时间较多。 加工过程中的等待时间，由线内

经济运输批量、加工进度的稳定性、运输工具的出勤程度等



因素决定。较大的经济运输批量决定了物品较长的等待时间

，而前后工序中加工的不稳定需要一定的物品储备作缓冲，

延长了物品的等待时间。等待时间定额应以此为主要根据，

适当考虑信息传递需要的合理时间和不确定因素带来的不利

影响。低水平的计划制定和执行，以及运输工具的不足都会

影响到运输工具的出勤，这是由物流系统管理水平决定的。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把这部分影响考虑到等待时间定额之中

，但必须加以严格限制，可以利用适当严格的时间定额督促

系统管理水平的改进。加工中等待时间的具体时间定额，主

要包括由合理的加工及运输批量决定的必要等待时间、信息

及手续处理的时间，同时考虑整个系统在运行过程误差的影

响，以及出现设备故障等可以预料的不确定因素，结合物流

系统的现实情况制定出合理的加工中的等待时间定额，即 Ｔ

＝Ｔｅｓｓ＋Ｔｅｓｓ＋Ｔｕｎｃ 其中：Ｔｅｓｓ为由合理

的加工及运输批量决定的必要等待时间； Ｔｅｓｓ为手续及

信息处理的时间； Ｔｕｎｃ为可以预料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

等待时间。 运输中等待时间定额与加工中等待时间类似，主

要包括物流系统自身的信息及手续处理的时间，以及物流组

织者无法控制的通关、手续处理、排队等外部因素带来的等

待时间，同时考虑物流自身整个系统在运行过程误差的影响

，以及出现设备故障等可以预料的不确定因素，结合物流的

现实情况制定出的运输等待时间定额，即 Ｔ＝Ｔａｓｓ＋Ｔ

ｏｕｔ＋Ｔａｃｃ 其中： Ｔａｓｓ为手续及信息处理的时间

； Ｔｏｕｔ为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带来的等待时间； Ｔａｃ

ｃ为可以预料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等待时间。 ３．２．３ 交

接时间。交接时间指物流过程中相邻两环节之间在交接时发



生的等待，表现为验收时的点数、质量检验等，以及发货时

的复查与等待。这与等待时间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物

流系统的管理水平，应严格加以控制。交接时间定额，主要

以交接过程的合理工作时间为主要依据，兼顾信息传递和管

理手续所需要的必要时间。同时，物流交接人员的现场出勤

状况也影响了交接时间，低水平的整体计划制定和执行、物

流交接人员的不足都会影响到其及时现场出勤，这同样决定

于系统管理水平，可采取现场定测方法获得定额时间。 ４ 物

流时间定额管理 物流时间定额是物流部门的一项工作标准，

具有严肃性，一经制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物流时间定额的

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物流企业管理水平。物流时

间定额管理，将对物流系统管理水平的持续改进起到非常重

要的积极作用。利用时间定额管理，物流管理者能够准确、

迅速的发现物流系统中效率低的环节，并利用定额的时间细

分组成查找具体原因、督促不断改进工作，减少超过定额标

准的发生概率，从而提高系统效率和物流速度，为物流系统

管理水平的持续改善提供一种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可行方法。

同时，物流时间定额还是编制物流计划的重要依据，是调动

职工工作积极性和激励其提高技能的有效工具。 在物流系统

的时间定额管理中，静止时间定额是最困难、最复杂，也是

最有价值的一部分。物流，主要体现在运动的环节，而且运

动环节也经常占据了物流消耗的主要部分，但是利用运动环

节来实现物流加速是困难的，很容易引起成本的明显上升。

物流中的静止时间，通常不能创造价值的过程，只能作为创

造价值的必要条件出现。缩短物流中的静止时间是实现物流

加速的重要途径，这引起的直接成本上升有限，有时候甚至



可以减少物流的系统成本。但是静止时间，作为连接物流运

动过程的必需环节和缓冲，在具体管理上存在着现实困难，

依赖于整个系统周密的生产运营计划、切实的执行和系统可

靠性，取决于物流系统的整体管理水平。物流时间定额管理

，有效的限定了静止时间，通过日常的执行，对超过定额的

情况，查找具体原因分析解决方案，不断减少超过定额的发

生，从而实现物流系统管理的改善。 物流时间定额的制定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有赖于物流管理人员的深刻理解和切

实的贯彻执行。物流时间定额管理，以科学、合理、全面的

物流时间定额体系为依据，认真贯彻实施，严格按照时间定

额的要求进行，对于发生超过定额要求的事件加以足够的关

注，分析其产生的内在原因，减少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对于

系统管理水平的问题要有计划的加以改进。同时，对于管理

水平提高带来的时间定额相对宽松的情况，要及时发现，在

重新分析测算后修订定额标准，从而激励物流系统的管理水

平不断提高。在物流时间定额使用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

好定额的修正工作。同时，做好日常定额执行情况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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