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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降低企业成本，使利润
最大化成为企业间竞争的核心。企业将一些非核心业务外
包给第三方，以集中力量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使资源
配置更加合理。因此，外包业务成为企业间竞争的一种新
型的方式。在过去的十年中，无论经济形势是好是坏，所有
业务活动的外包已经增加了 10%（Corbett 等）[1]。企业的物
流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据很大比例，第三方物流既可以满足
复杂多变的服务要求，又能降低企业物流的成本，因此物
流外包在社会经济中蓬勃发展。然而物流外包虽然能够解
决企业的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风险。

黄玉杰等（2013）通过对实施物流外包的企业进行实
地调查，找出关键因素，并从决策风险、契约风险以及运作
风险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对应的策略[2]。黄青萍等

（2010）从业务受控、商业泄密以及人力资源三个方面对物
流外包风险进行了研究 [3]。李晓青（2008）基于 BP 神经网
络从管理风险、信息风险、信用及财务风险、市场风险对企
业物流外包风险进行分析[4]。李全喜等（2004）将 Delphi 方
法、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模糊评价法相结合，对企业物
流外包风险进行评估，得出结论：所有指标的综合分值越
高，则外包风险小；综合分值低的，则说明风险较高[5]。刘联
辉（2006）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物流外包
风险进行分析得出：企业间的利益博弈会引发物流外包的
风险增加，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第三方物流的
外部运行环境，决策企业是否应进行物流外包[6]。刘一君等

（2011）通过对企业物流服务外包供应商进行评估，得出结
论：合作关系是企业物流外包最重要的指标，历史信誉是
次之的指标[7]。徐贤浩等（2006）运用风险矩阵对物流外包
中：服务质量差、信息泄露、信息不对称、丧失配送能力、物
流供应商失控、隐藏的过渡和管理成本、价格波动七种风
险进行评估，得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为服务质量差[8]。项丽

（2013）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物流外包风险，并构建风
险指标体系，最后针对各个风险提出相应对策[9]。李丽梅等

（2009）以委托-代理模型为基础，结合委托方最大利益模
型和风险规避模型分析物流外包风险因素，结果发现，在
外包过程中，风险越大，风险收入也会越高[10]。

为了划分出更加合理的层次结构，本文基于现有的研
究成果，将 DEMATEL 法与 ISM 法相结合，从市场因素、竞
争因素和企业自身因素三个方面，13 种因素分析物流外
包风险的影响要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层级划分，构建模
型，找出关键因素，中层因素以及表层因素。

1 DEMATEL 与 ISM 方法介绍

1.1 DEMATEL 方法的介绍
决 策 实 行 与 评 价 实 验 室 （Decision Making Trial

Evaluation Laboratory ，简称 DEMATEL 法）是于 2006 年被
美国学者提出的，它是运用图论和矩阵进行复杂系统问题
分析的方法。用以计算系统中各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程
度以及被影响程度，最终得出中心度和原因度。其具体的
步骤如下：

步骤 1：确定系统中的各影响因素，并分别编号为 S1，
S2，…，Sn；

步骤 2：设定一定的标度，通过专家组讨论研究，并结
合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给各因素打分，构成直接影响
矩阵 X（X=[xij]n×n）。xij 表示因素 Si 对 Sj 的直接影响程度；

X=
0 … x1n… … …

xn1 … 0
� �

步骤 3：将直接影响矩阵规范化，得出规范化后的直
接影响矩阵 G；

G= 1
max
1燮i燮n
∑

n

j=1 xij
X

步骤 4：通过公式，计算综合影响矩阵 T，计算公式为：
T=G（I-G）-1

其中，I 为单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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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分类及细化 特征

市场因素
季节性产品的需求变化 S1 客户对季节性产品需求的不同，对物流外包的需求程度也就不同。

运输能力 S2 企业实行物流外包之后物流企业的运输能力对企业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国家政策 S3 国家政策对企业物流外包的规定、倾向及扶持。

竞争因素

货源竞争 S4 同行业企业间对货源的竞争也会对物流外包产生一定影响。
企业信誉 S5 物流外包的实行对企业的信誉将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合作伙伴的选择 S6
选择与企业文化、制度等相匹配的合作伙伴会对企业物流外包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则会影响企业未

来的发展。

企业自身因素

运输单有误 S7 运输单有误是企业物流外包风险中直接的影响因素。
车辆毁损 S8 物流企业车辆的毁损会对物流外包企业的运作产生影响。

业务部门接单失误 S9 业务部门接单失误是企业物流外包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装卸流程不当 S10 外包后的物流企业装卸流程不当会导致物流缓慢，对企业运行造成影响。
企业人员流动 S11 将物流外包后会造成企业人员流动，对企业造成风险。

信息不对称 S12 将物流外包会造成企业与客户之间不能直接沟通，因此会造成一定风险
企业管理控制 S13 企业管理者如何使企业成员沟通顺畅，运作正常，对企业物流如何有效进行有着一定影响。

表 1 物流外包风险的影响因素列表

步骤 5：计算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度与被影响度。矩阵
的各行元素之和得到各因素的影响度，各列元素之和得到
各因素的被影响度，公式如下：

fi=
n

j = 1
移tij（i=1，…n） ei=

n

j = 1
移tji（i=1，…n）

步骤 6：计算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与原因度。各因素
的影响度与被影响度相加得到该因素的中心度；各因素的
影响度与被影响度相减得到该因素的原因度；计算公式如
下：mi=fi+ei（i=1，…n） ni=fi-ei（i=1，…n）

步骤 7：根据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分析各影
响因素的重要性。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大小表示该因素对
整个系统影响程度的大小；当影响因素的原因度为正值
时，表示这些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当影响因素的
原因度为负值时，表示这些因素对其他因素影响较小。

1.2 ISM 方法介绍
美国 Warfield 教授为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于

1973 年 提 出 了 一 种 技 术 分 析 方 法———解 释 结 构 模 型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该模型的特点是根
据人们的知识与经验，将一个复杂的整体问题分解成为详
细的个体因素，通过创新技术，计算机辅助，以图形的方式
将这些个体因素重新组合，构建出层次清晰的结构图。其
步骤如下：步骤 1：提出所研究问题，并确定该问题的影响
因素。步骤 2：确定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构建邻接矩
阵。步骤 3：根据邻接矩阵计算可达矩阵。步骤 4：通过对可
达矩阵进行分检，作图得出递阶结构模型。步骤 5：解释递
阶结构模型，进一步得到解释结构模型。

2 集成 DEMATEL/ISM 物流外包风险影响因素的模

型构建

由于 DEMATEL 方法中综合影响矩阵只反映了各因
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以及被影响程度，并未反映出各
因素对其自身的影响，而 ISM 则能克服这一缺陷。并且
DEMATEL 和 ISM 存在一定的共性，即当矩阵中元素为零
时，表示因素间无影响关系；当矩阵中元素非零时，表示因
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基于此共性，本文通过将两种方
法相结合，分析物流外包风险的影响因素，通过 DEMATEL
方法得出综合影响矩阵，再将综合影响矩阵加上单位矩阵，
得出整体影响矩阵，将整体影响矩阵转化为可达矩阵，再根
据 ISM 方法划分出影响因素的层次，具体流程如图 1。

3 实例应用

某企业计划将物流业务进行外包，为了清楚地了解物

流外包存在的风险，需要对各风险要素进行分析，以便更
好的应对。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初步将物流外包风险的影
响因素划分为市场因素、竞争因素和企业自身因素三大
类，并在此基础上细化为 13 个对物流外包风险影响的重
要因素，并对各因素分别编号、分析，如表 1 所示。

首先，邀请 6 位企业家和 10 位专家组成讨论小组，按
照 1.1 中 DEMATEL 方法的步骤，根据各企业家和专家的
实际经验和理论分析，通过多次讨论、分析得出以下初始
影响矩阵 X。

运用 MATLAB 软件，计算物流外包风险各影响因素
的综合影响矩阵 T。

图 1 集成 DEMATEL/ISM 物流外包风险影响因素的

模型构建流程图

提出问题
物流外包风险影响因
素的解释结构模型确定

构建

解释

作图

分检

综合影响矩阵

DEMATEL 方法

直接影响矩阵

影响因素

递阶结构模型

骨架矩阵

可达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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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据综合影响矩阵得出可达矩阵 M。可达矩阵
反应物流外包风险的各影响因素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综
合影响矩阵矩阵 T13×13 加上单位矩阵 I，再运用布尔代数运
算法则计算（T+I）n-1=（T+I）n，得到可达矩阵 M=（T+I）n，其
中，n 为运算的次数。若可达矩阵中的元素 mij=1，则说明第
i 行元素对第 j 列元素有影响关系；若可达矩阵中的元素
mij=0，则说明第 i 行元素对第 j 列元素无影响。运用
MATLAB 软件确定可达矩阵 M，即：

然后，对物流外包影响因素进行区域划分。将物流外
包影响因素的整个系统划分为可达集 R（Si）、先行集 A（Si）
和共同集 C（Si）。并确定各影响因素的层级。从一个影响因
素 Si 出发，所能到达的所有要素的集合称为可行集；而所
有能够影响因素 Si 的集合定义为先行集；可行集 R（Si）与
先行集 A（Si）的交集称为共同集 C（Si）。当某一影响因素的
可行集 R（Si）和共同集 C（Si）完全相同时，则说明该影响因
素为第一层，在 ISM 中属于最顶层的要素，如表 2 所示。此
时，在可达矩阵 M 中，划去第一层影响因素所在的行和列。
不断重复以上步骤，最终直到到每一个影响因素的层级都
被决定。由表 3 可知，可达矩阵 M 中的 13 个影响因素被
划分为 5 个层级，按层级排列后，得到新的可达矩阵 M′。

接着，递阶结构模型图的构建根据影响因素的区域级
层级划分，按其划分后的层级将各影响因素从 L1-L5 分别
自上而下排列，根据物流外包风险的影响因素间的二元关
系，并利用有向弧将各影响因素连接成递阶结构模型，见
图 2。

最后，构建物流外包风险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
型。根据递阶结构模型，将图 2 转化为物流外包风险影
响因素的层次结构图，如图 3。运用解释结构模型对物
流外包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将 13 个影响因素
划分为 6 个层次，包括根本影响因素、中层影响因素和
表层影响因素。

①运输能力、车辆毁损、装卸流程不当在该模型中处
于最底层。因此，这三个影响因素为物流外包风险的最根
本影响因素，是企业控制物流外包风险的根源所在。

②国家政策、合作伙伴的选择、企业人员流动、业务部
门的接单失误、信息不对称、企业管理控制、运输单有误、
季节性产品的需求变化、企业信誉在该模型中属于中间层
的影响因素，是物流外包风险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
素，因此，企业应重视这些因素的传递作用。

③货源的竞争是该模型中的表层因素，对物流外包风
险也有着复杂影响。

4 结论

物流外包作为现代社会中企业间竞争的新型方式，有
着极大的开发潜力和更强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着不可避
免的风险，而在众多风险因素中，应对哪些因素进行优先
考虑成为企业决策的核心问题。为了使整个系统划分更加
清晰，简明，本文基于 DEMATEL 与 ISM 的相似性和可行
性，将两种方法相结合，对所选取的物流外包风险的 13 个
影响要素进行层次划分。得出运输能力、车辆毁损、装卸流
程不当应作为物流外包风险中优先考虑的因素。

文章基于 DEMATEL 和 ISM 模型理清了物流外包风
险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探索物流外包风险提供了一种
新的方法，降低了计算可达矩阵的复杂程度，使层次结构划
分的更加合理，为未来关于物流外包风险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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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村物流成本过高、农产品滞销滞运成为影响农村经

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是上

述问题的集中体现。在农村主要物流经济活动来自于农产

品物流，农产品对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存储、装卸、搬运、时
效性等要求较高。有数据显示，农产品在“最后一公里”物流

中的损失价值占到总价值的 12~15%，造成巨大的资源浪

费。因此提高农村物流运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意义重大。
国内外学者已经探索出一些关于“最后一公里”的运

作模式来解决末端物流配送。比如 InPost 公司的“最后一

公里”输送系统[1]，客户在网购时选择指定地点的包裹储物

柜，然后凭取货码取货，从而控制“最后一公里”配送的灵

活性和时效性，但是这种通过终端取货的方式较大程度依

赖线下储物柜投放密度，难以大规模投入；White 提出捆

绑产品出货[2]提高最后一公里配送效率，这种模式从客户
需求和期望的角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和服务
质量。国内企业也针对最后一公里问题探索出新的服务模
式，比如快递园构想 [3]、共同配送 [4]、海尔日日顺家电物流
“最后一公里”配送的“公交车模式”[5]等，这些模式分别从
不同层面解决“最后一公里”物流服务问题，但是各有其局
限性，多适用于城市末端物流配送。然而在我国农村，农业
生产的多样性与季节性、地域分散性、个体规模小而数量
大、农产品物流时效性要求高等特点，决定了农村物流比
城市物流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城市物流“最后
一公里”服务模式很难在农村推广。

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本质在于需求分散、信息不对
称。一方面农产品产出具有季节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因而
常常导致农产品物流市场需求波动较大；另一方面农村地
域宽广，且农产品产出品种多、密度不均匀，农村物流服务
资源无法形成规模。所以，做好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服
务关键在于解决农村物流市场信息不对称和物流运力资
源集中化的问题。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创新农产
品流通方式、加快全国农产品市场体系转型升级、支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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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解决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服务过程中物流资源配置不均衡和物流供需不对称的问题，文章在客观分析现有“最后一

公里”服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物流服务的分散性、周期性、动态性、多样性特点，提出物流双边平台运作模式。研究指出物流双边

平台的服务模式能从实质上解决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实现农村物流信息交互和物流资源供需匹配。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even distribution of logistics resources and asymmetry of logistics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process of "last mile" service of rural log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models of "last mile" service pattern and proposes two-
sided platform model for the operation of last mile logistics combining with the decentralized, cyclical, dynamic and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ogistics service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service model of logistics platform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last mile" in rural logistics, and
realizes rural logistics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the match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logistics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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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物流外包风险因素的层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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