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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领域中餐时的修滞过程，就是商品储存。如果说运输是

创造产品的"地点价值"，那么商品储存则是创造产品的"时间

价值".储存是处在生产和消费两大活动之间，在物流中起"蓄

水池"作用。储存的地点是仓：库，所以储存的合理化与现代

化是以仓库的合理化与现代化的形式进行的。现代仓储业的

发展趋势是仓库由贮藏型向流通型的转变。 第一节 储存在物

流中的功能 一、储存的概念 储存，是指商品在从生产地向消

费地的转移过程中，在一定地点，一定场所，一定时间的停

滞。商品在流通领域中暂时的停滞过程，就是商品储存。储

存是物流的一种运动状态，是商品流转中的一种作业方式。

在这里对商品进行检验、保管、加工、集散、转换运输方式

等多种作业。储存是物流的主要职能，又是商品流通不可缺

少的环节。在流通领域的商品储存，既包括交通运输部门，

为衔接各种运输方式，在车站、码头、港口和机场所建立的

物资储存，也包括商业和物资部门为了保证销售和供应而建

立的商品和物资储存.还包括生产企业待销待运的成品储存等

。 二、储存功能 储存主要是对流通中的商品进行检验、保管

、加工b集散和转换运输方式.并解决供需要之间和不同运输

方式之间的矛盾，提供场所价值和时间效益，使商品的所有

权和使用价值得到保护，加速商品流转，提高物流效率和质

量。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概播起来，储存的功能可以分为

如下几个方面： (一)调节功能 储存在物流中起着"蓄水池"的



作用，一方面储存可以调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如销售与消

费的关系，使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协调，保证社会再生

产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还可以实现对运输的调节。因为产

品从生产地向销售地流转，主要依靠运输完成，但不同的运

输方式在运向、运程、运量及运输线路和运输时间上存在着

差距，=种运输方式一般不能直达目的地，需要在中选改变运

输方式、运输线路、运输规模、运 输方法和运输工具以及为

协调运输时间和完成产品倒装、转 运、分装、集装等物流作

业，还需要在产品运输的中途停留，即储存。 (二)检验功能 

在物流过程中，为了保障商品的数量和质量准确无误，分清

责任事故，维护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要求必须对商品及有关

事项进行2P格地检验、以满足生产、运输、销售以及用户的

要求，储存为组织检验经供了场地和条件。 (三)集散功能 储

存把生产单位的产品汇集起来，形成规棋，然后根据需要分

散发送到消费地去。通过一集一散，衔接产需，均衡运输，

提高物流速度。 (四)配送功能 根据用户的需要，助商品进行

分拣、组配b包装和配发等作业拼将配好的’商品送路上门储

存配送功能是储存保管功能的外延，提高了储存舶社会服务

效能，就是要确保储存商品的安全，最大眼度地在保持商品

在储存中的使用价值，减少保管损失。合理储存，就是安保

证货畅其流，要以满足市场供应不间断为依据，以此确定恰

当曲储存定额和商品品种结构实现储存的’合理化i否则，储

存过多.就会造成商品的积压，增加资金占用，使储存保管费

用增加，造成商品在库损失.造成巨大的浪费。如果储存过少.

又会造成市场脱销，影响社会消费.最终也会影响国民经济的

发展。因此，储存的合理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选址



点合理 商品储存，离不开仓库，仓库建设要求布局合理。仓

库设置的位置，对于商品流通速度的快慢和流通费用的大小

有着直接的影响。仓库的布局要与工农业生产纳布局相适应

，应尽可能地与供货单位相靠近，达就是所谓"近厂近储"的

原则，否则，就会造成工厂远距离送货的矛盾1商品供应外地

的，仓库选址要考虑邻近的交通运输条件’，力求援近车站

码头以利商品发运，这就是所谓"近运近储"的原则.储存的商

品主要供应本地区，则宜建于中心地，与各销售单位呈辐射

状。总之b在布局时应掌握物流距离最短的原则，’尽可能避

免商品运输的迂回倒流，选择建设大型仓库的地理位置时，

最好能具备铺设铁路专用线或兴建水运码头的条件.考虑到集

装箱运输的发展，还应具有大型集装箱运输车进出的条件，

附近的道路和桥梁要有相应的通过能力。 (二)储存量合理 储

存量合理是指商品储存有合理的数量。gg在新的产品运到之

前有一个正常的能保证供应的库存量。影响合理量的因素很

多，首先决定于社会需求量，社会需求量越大，库存储备量

就越多.其次，是运输条件，运输条件好，运输时间短，则储

存数量可以相应减少.再次，是物流管理水平和技术装备条件

，如进货渠道、中间环节、仓库技术作业等，都将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商品库存量的水平。 (三)储存结构合理 储存结构合

理，就是指对不同品种、规格、型号的商品，根据消费的要

求，在库存数量上，确定彼此之间有合理的比例关系，它反

映了库存商品的齐备性、配套性、全面性和供应的保证性。

储存结构主要是根据消费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变化等因素确

定。 (四)储存时间合理 储存时间合理，就是每类商品要有恰

当的储备保管天数。 要求储备天数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储



备天数过长就会延长资金占用。储备天数过短，就不能保证

供应。 储存时间主要应根据流通销售速度来确定，其它如运

输时间，验收时间等也是应考虑的影响因素。此外，某些商

品的储存时间，还受到该商品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如储存

时间过长，产品就会发生物理、化学、生理生物变化，造成

其变质或损。 第二节 仓库 一、仓库分类 商业仓库的设置要

根据各种商品储存条件的不同要求，与商品购销部门的联系

程度以及的地理条件以及投资的大小等因素来作出决定。目

前我国的仓库根据不同的角度，有如下 几种分类方法： (一)

按储存商品的性能和技术条件 分类 l、通用仓库 通用仓库，

又称普通仓库、综合仓库，适用于不需要特殊保管条件的商

品，如一般日用工业品。根据商品性能一致、护养措施一致

的原则，对商品进行分区分类管理。这类仓库不需要特殊的

技术装备，在我国商业仓库中所占的比重较大。 2、专用仓

库 是一种配有冷藏、保温等设施的专用仓库。适用于储存性

能比较特殊的商品，或具有一定技术装备能适应有特殊储存

要求的商品。如食糖、果品、粮食、药材、禽畜等商品容易

溶化、霉变、腐烂，且数量较大，需要单独储存。 3、危险

品仓库 是一种配置有特殊装备和相应消防手段的一种专用仓

库。危险品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或有放射性等

特性，严禁与一般商品混放。危险品仓库的主要任务就是要

确保各类危险品的储存安全。 (二)按仓库的主要职能分 1、储

备仓库 主要是储存常年生产、季节消费，或季节生产、常年

消费的商品。这类仓库可以设在商品运动的起点，也可以设

在商品运动过程的终点。储备仓库对商品的养护要求较高。

2、批发仓库 主要是储存商业批发部门收购进来的商品，然



后向零售商店或其它商业批发部门陆续供应。根据要货单位

的要求，一般需要办理商品的续配、拆零、分装、改装等业

务。这类仓库的业务特点是数量小、批次多，吞吐频率高，

大多设在消费地。 3、零售仓库 主要是为零售商店短期存货

。零售部门从批发部门进货后，一般要进行必要的拆包、检

验、分类、分级、或进行分装、改装所进行的加工。这类仓

库一般附设在零售商店内。规模大的零售商店可以在附近专

设零售仓库。超级市场和大型零售商业还提出了建立保证日

常供货的配送中心的必要。 4、中转仓库 主要是解决商品在

运输途中，由于换装运输工具暂时停留的需要。这类仓库一

般都设在车站、码头附近。也有一部分中转仓库与当地物流

部门所属仓库结合在一起使用。’ (三)按仓库的隶属关系分 l

、商业企业附属仓库 这类仓库由商业部门的批发企业和零售

业直接领导。这种仓库能密切配合购销，有利于商业企业开

展业务活动。由于这类仓库是一个商业企业独家使用，不利

于充分发挥仓库的利用效率。 2、商业物流企业所属仓库 这

类仓库为多个商业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提供储存商品服务，

是商业部门集中管理仓库的一种形式。由于统一使用仓容，

仓库的利用率较高。 二、自动化仓库 (一)自动化仓库的概念 

自动化仓库是一种在仓库的设计、仓库的设施等方面实现了

现代化的仓库，一般是指用货架--托盘系统储存单元的货物

，采用专用起重运输设备取送货物。这种仓库出现在60年代

初期。随着物流技术日益被人们重视，对自动化仓库的研制

和技术交流活动不断加强，使自动化仓库发展得很快。这类

仓库不仅要充分发挥仓库的使用效能。满足商品储存的要求.

同时要针对商品的特性，采用先进设备，确保商品的使用价



值.而且还必须做到吞吐快捷，以利加速运输工具的周转，促

进商品的流通。来源百考试题网/目前，自动化仓库主要有自

动化冷库、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机械化筒式粮仓等。 (二)自动

化仓库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自动化仓库产

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商品的数量和品

种在扩大，流转速度加快。据悉，有人认为当今世界商业经

营的商品有150万种以上。我国在80年代初期，经营的商品亦

有别万元种以上。仓库除了要完成保管任务外，还需完成商

品的分类、集贸、加工、配送等任务，以便加速商品流转速

度。老式仓库由于建筑和作业特点的限制，不能满足上述各

方面的要求。为了能提高仓库的管理水平，实现物流管理的

合理化，加快进出库速度。便于先进先出、吐陈储新，加快

商品流通，建设和发展自动化仓库已成为必然趋势。 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建造大量仓库，建造大量仓库就必然要占用大

量土地，就目前来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存

在土地紧张问题。近几年来，土地紧张的国家和地区，土地

价格上涨的速度很快。要建造仓库，人们不得不花大量资金

去购买土地。据国外资料统计，土地费用占整个建筑费用

的15%左右，而建造普通仓库比建造自动化仓库的土地占用

多三倍至五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出了"向空间要贷位"

、"向空间要仓库"的口号，推动了仓库向高空发展。目前世

界上最高的仓库高达40米，普通仓库亦在10-20米之间。仓库

的高度化，使仓库的储存面积相应增加，建筑面积的土地费

用相应下降。 巷道堆垛起重机的出现，解决了向高层货架送

取货物的难题。在仓库作业中，商品的进出库都必须通过装

卸搬运来完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企业生产的产品越来越



多，仓库的搬运量也越来越大。为了能缩短商品搬运时间，

使商品尽快进入消费，人们只能在仓库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上

寻找出路。同时，仓储企业为了减少自身商品搬运费用，力

求提高生产效率，节省费用，使用占用人力少的机械，代替

那些效率低，费用多，占用人力多的机械。巷道堆垛起重机

不仅具备上述优点，而且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向高层货架

送取货物的任务。它的出现为自动化仓库的建设提供了商品

搬运条件。 电子计算机在物流部门中的应用，立即引起了人

们的重视，它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将电予计算机应用到

仓储作业中，改变以往传统的手工管理方式，为仓库的自动

化开辟广阔的前景。 (三)自动化仓库的分类 1、按仓库的建筑

形式分：整体式自动化仓库：分离式自动化仓库。 2、按仓

库高度分.仓库高度在12米以上为高层自动化仓库.仓库高度

在5一l2米之间为中层自动化仓库.仓库在5米以下为低层自动

化仓库。一般高度在5米以上，称为"立体"仓库。 3、按仓库

容量分：托盘数量在2000个以下的仓库，为小型自动化仓库.

托盘数量在2000-5000个之间的仓库，为中型自动化仓库.托盘

数量在5000个以上的仓库，为大型自动化仓库。 4、按控制方

法分：手动控制的自动化.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仓库。 5

、按货架形式分：固定货架式自动化仓库.重力货架式自动化

仓库。重力式货架是借助重力作用，使货物自动从一端进，

另一端出。 (四)自动化仓库的优点 1、自动化仓库可以节省劳

动力，节约占地。由于自动化仓库采用了电子计算机等先进

的控制手段，采用高效率的巷道堆垛起重机，使仓库的生产

效益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往往一个很大的仓库只需要几个工

作人员，节省大量劳动力。同时，仓库的劳动也大大地减轻



，劳动条件得到改善。自动化仓库的高层货架能合理地使用

空间，使单位土地面积存放货物的数量得到提高。在相同的

土地面积上，建设自动化仓库比建设普通仓库储存能力高达

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样在相同储存量的情况下，自动化仓

库节约了大量土地。 2、自动化仓库出入库作业迅速、准确

、缩短了作业时间。现代化的商品流通要求快速、准确。自

动化仓库由于采用了先进的控制手段和作业机械，采用最快

的速度，最短的距离送取货物，使商品出入库的时间大大的

缩短。同时，仓库作业准确率高，仓库与供货单位、用户能

够有机地协调，这有利于缩短商品流通时间。 3、提高仓库

的管理水平。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仓库结束丁普通

繁杂的台帐手工管理办法，使仓库的帐目管理以及大量资料

数据通过计算机贮存，随时需要，随时调出，既准确无误，

又便于情报分析。从库存量上，自动化仓库可以将库存量控

制在最经济的水平上，在完成相同的商品周转量的情况下，

自动化仓库的库存量可以达到最小。 4、自动化仓库有利于

商品的保管。在自动化仓库中，存放的商品多、数量大，品

种多样。由于采用货架--托盘系统，商品在托盘或货箱中，

使搬运作业安全可靠，避免了商品包装破损、散包等现象。

自动化仓库有很好的密封性能，为调节库内温度，搞好商品

的保管养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自动化仓库中配备报警装

置和排水系统，仓库可以预防和及时扑灭火灾。 (五)自动化

仓库的使用条件 自动化仓库具有一般普通仓库不可比拟的优

点。但是要建立和使用自动化仓库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1

、商品出入库要频繁和均衡。自动化仓库具有作业迅速、准

确的特点，一般出入库频繁的商品使用自动化仓库较合适，



否则自动化的上述特点便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自动化仓库

要求均衡的作业，出入库频率不可忽高忽低，。否则仓库作

业停顿的时间过长或时松时紧都不利于自动化仓库发挥应有

的效用。应当看到，影响仓库作业频率和均衡程度的因素不

在仓库本身，主要是存货、供贷和用货部门的支配。因此，

建立和使用自动化仓库时应有充分的准备。 2、要满足仓库

建设的一些特殊要求。自动化仓库的建设比普通仓库的设计

和建造要求特殊一些，因为使用高层货架，仓库的地坪承载

能力要比普通仓库大好几倍。要建造具有相当承压的地坪，

就必须考虑建库地址的地质状况。自动化仓库进行自动作业

，巷道堆垛起重机自动从货架中送取货箱和托盘，对货架的

规格尺寸有严格的要求，以保证作业的吻合。巷道堆垛起重

机前进与后退，上升与下降，水平和垂直偏差要求非常严格

。从被存放的货物本身看，则要求外部规格形状不能变化很

大。所有这些待殊要求，在设计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否则

就不能保证仓库作业的正常进行。 3、一次性投资大。建造

一座自动化仓库一次性投资大，自动化仓库的建设不仅要消

耗大量的钢材和其它材料，而且设备费用也高。因此，要建

造自动化仓库必须慎重考虑资金情况，以及材料、设备的供

应情况。 4、自动化仓库需要一支专业技术队伍。自动化仓

库是一项仓储技术，从建库到使用都需要一文专业队伍。自

动化仓库的设计、材料、资金的预算，以及对投产后经济活

动的分析预测等，大量基础工作必须在建库前完成。从计算

机的安装，仓库作业程序的编制、调试和运转以及出现故障

后的排除，都要求懂计算机的专门人员。其它，如机械设备

的管理维修等也需要懂技术的人才。 三、仓库的作业组织 仓



库作业组织，按仓库作业阶段可分为三个内容，即商品入库

验收、商品保管养护、商品出库配送。 (一)商品入库作业组

织 商品入库作业组织是商品储存的准备工作。商品入库作业

的整个过程包括商品接运、商品入库验收、办理入库交接手

续等一系列业务活动。 1、商品接运 商品接运是指仓库对于

通过铁路、水运、公路、航空等方 式运达的商品，进行接收

和提取的工作。接运的主要任务是准确、齐备、安全地提取

和接受商品，为入库验收和检查作准备。 接运的方式主要有

：车站码头提货，铁路专用线接车，自动提货和库内提货。

2、商品入库的验收 商品的入库验收，要进行数量点收和质

量检验。数量点收，主要是根据商品入库凭证清点商品数量

，检查商品包装是否完整，数量是否与凭证相符。质量检验

，主要是按照质量规定标准，检查商品的质量、规格和等级

是否与标准符合，对于技术性强，需要用仪器测定分析的商

品，须有专职技术人员进行。 3、办理入库手续 入库手续主

要是指交货单位与库管员之间所办理的交接 工作。其中包括

：商品的检查核对，事故的分析、判定，双方认定，在交库

单上签字。仓库一面给交货单位签发接收入库凭证，并将凭

证交给会计、统计入帐、登记.一面安排仓位，提出保管要求

。 (二)商品保管作业组织 商品保管作业组织是商品仓库作业

的中心工作，它体现了储存对商品所有权和使用价值的保护

职能。商品的保管作 业组织包括商品的保管、仓库的帐务统

计工作和商品的养护 三个方面的内容。 l、商品保管 (1)分区

分类 储存商品时，一般根据商品的自然属性，考虑仓库的设

备条件，按照商品的类别，把仓库和货场划分为若干货区，

每个货区再分成若干货位，编成顺序号。在分区分类的基础



上，按号储存商品，实行分类存放、对号入座、分区管理。 

分区分类储存商品能保证商品储存的安全，减少商品耗损，

有利于商品的合理堆码，便于熟悉商品的性能特点，做好商

品的养护工作，便于查找，有利于检查、入库和出库。’商

品分类储存方法应根据不同的仓库类别确定。一般仓库按商

品的自然属性和类别进行分区储存.公用库可按业务 部门商品

经营的分工进行储存.中转仓库和备货待运仓库可按商品发往

地区进行分区分类储存。 (2)商品堆码 商品堆码是库存商品摆

放的一种方法。它对维护商品质量，充分利用库房容积和提

高装卸作业效率，以及对采用机械作业和保证商品安全等具

有重大影响。商品堆码要遵守合理、牢固、定量、整齐、节

约、先进先出等项要求。 商品堆码方法.有散堆法、货架堆码

法、垛堆法。根据商品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堆码方法b堆码商品

常用的技术方法有直码、压缝码、交叉码、连环码、梅花码

等。要根据商品的品种、性质、包装、体积、重量等情况，

同时还要依照仓库的具体储存要求和有利于商品库内管理来

确定商品的堆码形式，做到科学合理。 商品堆码要做到货堆

之间，贷垛与墙、柱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留有适宜的通道，

以便商品的搬运、检查和养护。要把商品保管好，"五距"很

重要。五距是指顶炬、灯距、墙距、柱距和堆距。 顶距是指

货堆的顶部与仓库屋顶平面之间的距离。留顶距主要是为了

通风，乎顶楼房，顶距应在50公分以上为宜。 灯距是指在仓

库里的照明灯与商品之间的腔离。留灯距主要是防止火灾，

商品与灯的距离一般不应少于50公分。 墙距是指货垛与墙的

距离。留墙距主要是防止渗水，便于通风散潮。 柱距是指货

垛与屋柱之间的距离。留柱距是为防止商品受潮和保护住脚



，一股留10-20公分。 堆距是指货垛与货垛之间的距离。留堆

距是为便于通风和检查商品，一般留10公分即可。 2、仓库的

帐务统计工作 由于保管帐、货签和仓库档案是对商品实行控

制和管理的有效措施，是库存商品的信息源。登帐、挂签i建

帐是库存管理的重要内容。 (1)保管帐。是详细反映商品入库

、发出和结存的动态记录。 (2)货签。是货位与库存商品的显

示标志，便于检点作业 和库存数量管理b (3)仓库档案。每类

商品必须建立商品档案，以集中该类商品的技术资料和各种

单据，必要时以供查考之用。档案要由专人管理。资料要齐

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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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