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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南京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南京物流战略目标的调整，南京城市物流发展将会面临更多新

的复杂问题。为了尽早构建布局合理、智能高效、环保健康、畅通有序的城市物流体系，进一步提升南京物流整

体竞争力，从城市物流基本理论出发，结合南京城市物流具体发展状况，探讨南京城市物流发展过程中物流节点

空间布局不合理问题，并以Ａ公司为例，探讨如何确定物流节点最佳选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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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以及科学技

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物流对经济社会发

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物流作为集多种新技

术于一体的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不仅直接

决定着企业产品的运输成本和收益，而且与消费者

的满意度息息相关，进而关系到企业乃至国家经济

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世界各地都在重点发展物流

业，物流发展层次以及物流成本控制已成为一个国

家或地区整体实力的评价指标之一。

南京市位于长三角地区物流交汇处，在地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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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承接南北、连接东西的特点。南京港是亚洲第

一大内河港口，是长江流域水陆联运和江海中转的

枢纽港，此外，发达密集的高速公路网络也为南京

物流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南京如何抓住机

遇，如何提高竞争力，采取何种物流发展模式走出

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使物流运作模式与城市

经济发展相适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城市物流空间布局理论研究

（一）物流

“物流”是从日文资料引进来的一个外来词，源

于日文资料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一词的翻译。物流是一

项包括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分拨加工和物流信

息处理等基本功能的活动，它是一种从供方到需方

以满足社会需求的经济活动。我国国家标准《物流

术语》指出：“物流是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

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

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回收、信息处理等基本功

能实施有机结合。”［１］

物流是指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的，实现原材

料、半成品、成品和信息由始发地向目的地转移和

实施管理的整个过程。现代物流是全球经济发展

的产物，是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行业。目

前，大多数国家现代物流业均呈现出平稳发展态

势。我国物流业发展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一直保持

着较快的发展速度，物流系统也在不断发展和完

善，整个物流业运作日趋科学规范。

（二）物流节点

物流节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ｎｏｄｅｓ）是指连接物流线路

的网络节点。广义的物流节点是指包括港口、机

场、火车货运站、高速公路枢纽、大型公共仓库、现

代物流（配送）中心和物流园区等在内的物资转移、

分散、集中和存储的节点。狭义的物流节点是指现

代物流中心、物流园区和配送网点［２］。

物流节点是现代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

的物流理论、学者和实业家都比较强调物流的一些

基本功能如运输、仓储、包装等，而对物流节点的作

用缺乏认知。物流的系统性概念越突出，则越强调

整体和谐发展，强调整体的最优化，而节点能够把

系统连接起来，整体层面的物流水平通常需要节点

来体现，所以关于物流节点的研究是随着物流发展

而发展的，现代物流理论的研究也因此与以往的研

究有所不同。

现代物流中存在多种类型的节点，其在各自领

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分类

依据。究其原因：一是很多节点的异同不明显，难以

清晰区分；二是在物流发展的过程中，节点的结构、

功能和作用也在不断变化，因而难以划分节点类型。

在每个物流系统中，节点扮演着一定的角色，系统目

标不同以及网络中节点位置不同，会使得节点的主

要作用也不同。根据节点的主要作用可以将物流节

点分为以下几类：仓储型物流节点、流通加工型物流

节点、转运型物流节点、综合型物流节点。

在对物流网络进行整体优化时，物流节点不容

忽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物流节点不仅具有一般

的物流功能，而且还具有神经中枢功能，比如指挥

调度、信息处理等，它是整个物流网络的核心，因此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３］。

（三）物流节点空间布局影响因素

１．经济因素。物流的发展最终目标是带动城

市经济的发展，所以节点的空间布局应该结合经济

辐射区域来规划。在进行物流节点规划时，应该尽

量避免重复建设，应从经济学的角度合理规划布

局，从而促进经济协调发展［４］。

２．政治因素。由于我国物流业还处于发展初

级阶段，所以政府实施的相关政策会深刻影响物流

业的发展。目前，南京市政府已经推行了一系列促

进城市物流发展的政策，物流节点空间布局应该与

政府的物流政策相配合。

３．环境因素。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因素和

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主要涉及城市劳动力资源、人

文素质以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自然因素主要涉及

当地的交通条件、地形地势以及水文条件等。

４．城市发展因素。城市整体构架及其发展对

该城市物流节点的空间布局有很大的影响。城市

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物流节点空间布局应与城市发

展协调一致，因而要综合考虑当地城市发展的趋势

和整体构架。

二、南京市物流需求量的预测

（一）相关数据调研

查阅相关资料可知：２０１５年，南京市物流总量

为４８３６４万吨，全市社会物流总额达２．７７万亿

元，较２０１０年的１．５１万亿元增长８３．４％，年均增

２



长１３．１％；物流业增加值达６５５．７亿元，较２０１０

年的３５３．１亿元增长８５．７％，年均增长１３．３％；物

流业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７％左右，

占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在１２％左右，进一步确立和

巩固了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２０１５

年，南京市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下降到１４．７％，比２０１０年下降１百分点，比全国

平均水平低１．３百分点。南京有国家５Ａ级物流

企业５家，４Ａ级物流企业８家，省级重点物流基地

５家，省级重点物流企业３９家，省认定物流企业技

术中心４家。ＵＰＳ、联邦快递、普洛斯、中外运、顺

丰等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相继落户南京，苏宁物

流、南京港（集团）、金陵交运集团等本地物流企业

的经营实力不断发展壮大。

南京将依托物流业发展新动力，抢抓新机遇，

挖掘新需求，实现“提总量、强技术、增效益、降成

本、建体系”的核心发展目标，促进南京物流业繁荣

发展。到２０２０年，南京市社会物流总额将达４．３

万亿元，物流业增加值将达１０００亿元，社会物流

总费用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将降到１３％左右；

预计规划形成“２区、６园、５中心”的物流发展空间

格局；南京物流业信息化水平及物流装备技术水平

将全面提升，基本建成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到

２０２５年，南京市社会物流总额将达６．５万亿元，物

流业增加值将达１６００亿元以上，社会物流总费用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进一步降至１２％以下；

预计规划形成“３区、６园、５中心”的物流发展空间

格局；全市物流业信息化水平及物流装备技术水平

将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全面建成层级分明、安全高

效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５］。

（二）南京市物流节点总体数量的确定

确定南京市物流节点的总体数量，是对南京物

流节点进行空间布局的前提，一般根据城市未来数

年内的物流需求量来确定该城市物流节点总体数

量。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在城市物流节点总体数

量确定方面的研究经验，采用建立定量模型与定性

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南京城市物流节点总数。

首先，假设南京城市物流节点在物流服务范围

内的物流量是均匀分布的，且每个节点都位于其服

务区域的中心。设南京物流需求量为犙，南京地区

面积为犃，物流节点总数为犘，每个物流节点的服

务范围犪＝犃／犘，各节点的物流量狇＝犙／犘。物流

配送的平均距离犱与面积犃 的函数关系为

犱＝槡犪×犳θ＝ 犃／槡 犘×犳θ （１）

式中，犱为物流配送的平均距离（公里）；θ为平均配

送距离参数，通常取值０．３７６；犳为非直线系数，通

常取值１．２。

本文提及的物流配送主要包括拣货、装货、送

货、退货等。根据与送货距离的关系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与送货距离没有关系的物流活动，如拣货、

装货等，它只与物流量相关；另一类是与配送距离

正相关的物流活动，比如退货。因此，物流节点的

配送成本可以表示为

犆犱＝（犫＋犽犱）×狇 （２）

式中，犆犱 为物流配送成本，犫为配货及装卸单位成

本（万元／吨），犽为单位运输成本（万元／吨·公

里），犱为配送平均距离（公里），狇为每个节点的物

流量（万吨）。

物流节点的建设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

分是征地成本、采购设备成本和仓库建设成本等，

这部分成本与物流节点规模成正比；另一部分是物

流节点建设的固定费用，比如节点的附属设施建设

成本等，这类成本与物流量关系不大［６］。因此，物

流节点的建设成本可以表示为

犆狆＝犆狅＋狉狇 （３）

式中，犆狆 为物流节点的建设成本（万元），犆狅 为固

定成本（万元），狉为可变成本（万元），狇为每个节点

的物流量（万吨）。

根据上述公式可以得出物流配送的总成本为

犆狋＝（犆犱＋犆狆）×犘 （４）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物流配送总成本犆狋的表达式

犆狋＝犆狅×犘＋犙犽犳θ 犃／槡 犘＋犙（犫＋狉） （５）

在总成本犆狋最小的情况下，对上式求犘的一阶导

数，并令其等于零，即可得到物流节点总体数量犘

的表达式

犘＝ 犙犽犳θ槡犃
２犆

（ ）
狅

２
３

（６）

式中，犘为物流节点的总体数量；犙为物流需求总

量（万吨）；犽为单位运输成本（万元／吨·公里）；犳

为非直线系数，一般取值１．２；θ为平均配送距离参

数，一般取值０．３７６；犃为物流节点服务总面积（平

方公里）；犆狅 为固定成本（万元）。

根据当前南京城市物流节点规划的实际情况，

本文选取南京市２０１５年的物流量作为预测数据

（犙２０１５＝４８３６４万吨），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可以计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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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单位运输成本犽＝０．０７２万元／吨·公里，犳＝

１．２，θ＝０．３７６，南京市面积犃＝６５９７４平方公里，

当前一定规模以上的物流节点的建设固定费用一

般为犆狅＝１０００万元，将以上数据代入公式（６）可

求得物流节点总体数量犘

犘＝ 犙犽犳θ槡犃
２犆

（ ）
０

２
３

＝ ４８３６４×０．０７２×１．２×０． 槡３７６× ６５９７４（ ）
２×１０００

２
３

＝１３．８７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估算南京市需要建立的物

流节点数量为１４个。一般物流节点主要包括物流

园区、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

究经验可知，一般一个城市物流园区的规划构建数

量最好为３～５个。《南京市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明确指出，南京要构建３个大型

物流园区、６个物流中心和５个配送中心
［７］。本文

的研究结论，既符合南京市政府对未来几年城市规

划的政策要求，又能以较低的成本满足未来几年的

物流需求。

三、南京城市物流节点空间布局优化分析

（一）南京市物流节点空间布局规划现状以及存在

的问题

　　南京是江苏省省会，六朝古都，拥有２５００多

年建城史，在世界古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南京位

于沿海和长江两大经济带，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军

事、科学、文化、航运、经济和金融中心。南京临近

上海，上海的第三方物流比较发达，其物流业的发

展可以为南京物流业带来更好的发展机遇。近年

来，以南京为中心的都市圈，为南京物流业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宁杭高速铁路的开通，使

长三角地区铁路“金三角”闭合，夯实了南京国家级

交通枢纽的地位。南京作为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和

长三角物流圈的中心，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

重要战略地位。然而，南京在对物流节点进行优化

调整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综合交通优势未能充分

体现。一是亟需将现有交通优势转化为功能优势、

开放优势和经济贸易优势，进而促进物流业快速发

展。二是与上海、深圳等物流业发达城市相比，国

际航空货运航线仍然偏少；与长江黄金水道沿线城

市的物流合作也需要加强。三是铁路、水运基础设

施建设有待完善，各交通运输子系统之间的衔接和

功能转换尚待加强［８］。

（二）以南京犃公司为例，确定物流中心最佳选址位置

南京Ａ公司准备筹建一个物流中心，合适的

地点有六合空港、雨花、尧化门三处，各自生产成本

因选址不同而有所区别。每年各候选位置物流中

心的成本见表１。

表１　每年各候选位置物流中心的成本

千元

费用分类 六合空港 雨花 尧化门

工资 ２６０ ２８０ ２３０

运输费 １８０ ２０４ １７８

租金 ６４ ８６ ７２

其他费用 １４ ９ ２０

此外，Ａ公司还需要考虑另外３个外部因素：

本地区竞争力、气候条件以及周围环境。其中，本

地区竞争力尧化门最强，六合空港和雨花两地相

当；气候条件尧化门最好，六合空港比雨花好；周围

环境雨花最好，其次是六合空港、尧化门。假设上

述３个外部因素的重要性权重依次为０．６、０．３和

０．１，本文试以位置量度法找出最佳的物流中心选

址位置。

１．内部量度值（犗犕犻）的计算式。犗犕犻 的计算

公式如下

犗犕犻＝１ 犮犻×∑（１／犆犻［ ］） （７）

根据表１可以计算每年各候选位置物流中心的费

用支出，见表２。

表２　每年各候选位置物流中心的费用支出

地区 支出算式 总支出／千元

六合空港 ２６０＋１８０＋６４＋１４ ５１８

雨花 ２８０＋２０４＋８６＋９ ５７９

尧化门 ２３０＋１７８＋７２＋２０ ５００

根据表２的数据得

∑（１／犆犻）＝１／５１８＋１／５７９＋１／５００＝０．００５６６

犗犕六合空港 ＝１／５１８×０．００５６６＝０．３４１１

犗犕雨花 ＝１／５７９×０．００５６６＝０．３０５１

犗犕尧化门 ＝１／５００×０．００５６６＝０．３５３３

２．主观评比值犛犻犽的计算。犛犻犽的计算公式

如下

４



犛犻犽 ＝
犠犻犽

∑犠犻犽

（８）

六合空港、雨花、尧化门的上述３个外部因素的主

观评比值如表３、表４和表５所示。

表３　六合空港、雨花、尧化门本地区竞争力的主观评比值

地区 六合空港 雨花 尧化门 比重 主观评比值

六合空港 ０．５ ０ ０．５ ０．１７

雨花 ０．５ ０ ０．５ ０．１７

尧化门 １．０ １．０ ２．０ ０．６６

总比重 ３．０ １．００

表４　六合空港、雨花、尧化门气候条件的主观评比值

地区 六合空港 雨花 尧化门 比重 主观评比值

六合空港 １ ０ １ ０．３３

雨花 ０ ０ ０ ０．００

尧化门 １ １ ２ ０．６７

总比重 ３ １．００

表５　六合空港、雨花、尧化门周围环境的主观评比值

地区 六合空港 雨花 尧化门 比重 主观评比值

六合空港 ０ １ １ ０．３３

雨花 １ １ ２ ０．６７

尧化门 ０ ０ ０ ０．００

总比重 ３ １．００

３．外部量度值犛犕犻的计算。根据表６中３个

外部因素的重要性权重（犐犽）和各候选位置的主观

评比值（犛犻犽），可以计算三个候选位置的外部量度

值（犛犕犻）。

表６　六合空港、雨花、尧化门３个外部因素主观评比值及权重

外部因素 六合空港 雨花 尧化门 权重

竞争能力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６６ ０．６

气候条件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６７ ０．３

周围环境 ０．３３ ０．６７ ０．００ ０．１

犛犕六合空港＝０．６×０．１７＋０．３×０．３３＋０．１×０．３３

＝０．２３４

犛犕雨花＝０．６×０．１７＋０．１×０．６７＝０．１６９

犛犕尧化门＝０．６×０．６６＋０．３×０．６７＝０．５９７

４．位置量度值犔犕犻的计算。设内部因素与外

部因素的重要性权重相同，各为０．５。犔犕犻的计算

公式如下

犔犕犻＝狓×犗犕犻＋（１－狓）×犛犕犻 （９）

根据以上分析和数据可得

犔犕六合空港＝０．５×（０．３４１１＋０．２３４）＝０．２８８

犔犕雨花＝０．５×（０．３０５１＋０．１６９）＝０．２３７

犔犕尧化门＝０．５×（０．３５３３＋０．５９７）＝０．４７５

５．决策。通过以上分析与计算可知，六合空港

位置量度值为０．２８８，雨花位置量度值为０．２３７，尧

化门位置量度值为０．４７５。因为尧化门位置量度

值最大，所以尧化门最适合作为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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