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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下的物流经济管理探究
杨 媛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 要 物联网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一种泛在网络，通过与互联网的融合，物联网能够在物与物之间建立一

个连接通道，进而将物体信息及时传递出去。目前，物联网技术已经在社会各领域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尤其在

物流经济管理当中，物联网的介入，改变了传统的人工操作模式，使用了自动化、智能化的物流配送链条，一方

面使货物流通信息变得更加清晰、透明；另一方面也推进了物流行业智能化发展进程。因此，本文将紧紧围绕物

联网技术在物流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优势以及提升物流经济管理绩效所采取的有效策略展开全面论述，以期为物流

行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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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初叶，电子商务开始逐步占领消费市
场的前沿阵地，经过近十余年发展，网上购物已经成
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流行趋势，这就使我国的物流行业
步入了发展快车道。据调查数据表明，仅 2020年双
十一当天，天猫网上商城的成交额达到 4982亿元，而
在这惊人数字的背后，物流经济管理压力与难度也越
来越大。因此，为了缓解物流压力，提高物流服务质量，
近年来，新兴的物联网技术在物流经济管理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这不仅给我国物流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技术支撑，同时也为物流产业链条的延伸埋下了伏笔。

1 物联网的概念剖析

物联网实际上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主要借
助于射频识别、红外感应、GPS以及激光扫描器等信
息传感设备，根据约定的协议，将所有物品与互联网
相连，然后通过物与物之间的信息交换与通讯，对所
有物品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与管理的
一种网络。按照物联网结构框架划分，主要包括感知层、
网络层以及应用层三个层次（如图 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感知层主要负责采集物的信息，
并对物物之间的信息进行传输，其中，信息采集技术
依托的载体是传感器、二维码、RFID射频技术以及音
视频等多媒体信息。感知层在物联网当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因此，对该技术的识别精确度以及设备体积大
小均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网络层主要借助于无线网络
或者有线网络对收集的物的信息进行编码、认证和传
输，其技术应用基础是移动通信网络 [1]。而应用层则是
物联网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具体应用，在应用该技术
时，既要考虑应用成本，同时信息安全也需要得到可
靠保障。比如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应用物联网技术可

以对生产流程进行远程监控与管理，但是，如果安全
防护措施不到位，那么生产工序及流程等信息也将泄
漏出去，进而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2 物联网技术在物流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优势

2.1 对物流信息实施远程监控

以前在货物配送与运输过程中，受到路况、气候、
地理位置以及人为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货物派
送时间长，物流信息的中间管理环节繁琐无序，进而
时常发生顾客投诉事件，给物流行业的良性发展造成
诸多不利影响。而应用物联网技术以后，通过物流管
理系统，能够实时监控货物的流转信息，而且该系统
能够同时提供物品查询功能以及物品送达的具体时间，
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有效避免货物流通时效延长的
情况。而在物联网技术的支持下，管理人员能够快速
理清供应链条，进而对运输的货物进行科学合理分配，
这就使得物流成本大幅降低。此外，用户可以借助于
智能手机等终端操作系统及时查询到物品的运输信息，
随时掌握物品流通动态，这种高效快捷的管理模式使
用户投诉率大幅减少。

2.2 促进配送效率的提升

货物的配送效率主要包括发货效率、运输效率以
及送达效率，在以前的货物运输过程中，物流企业常
常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对货物的品类进行识别与记
录，以确定货物是否符合物流行业的配送标准，然后
再进行一系列打签、包装、填单等工作，这种方法既
影响了货物的配送效率，同时，也极易出现人为失误，
从而出现货物错发、漏发、漏签等情况，这就给物流
企业的对外信誉造成不利影响。但是，在物联网技术下，
管理人员只需要通过物联网系统对货物的流转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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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跟踪，便可以随时获取货物的实时流转情况，而记录、
填单等工作全部由系统自动完成，这种高效率的配送
流程给物流经济管理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

2.3 减少物流投入成本

众所周知，传统的物流管理模式完全依靠于大量
的人力资源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货物运输的一系
列工作。而应用物联网技术后，恰恰改变了这一格局，
货物与货物之间的反馈信息能够及时传输到系统终端
操作平台，管理人员只需要借助于操作界面的各种功
能选项，便可以完成货物的调配以及生产运输调度工
作，这就使中间管理环节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 [2]。因此，
物流企业的投入成本也大幅降低，这对企业经济效益
的持续稳步增长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4 推进物流管理现代化、智能化发展进程

物联网技术融合了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计
算机、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技术，这些技术在物流经济
管理中的有效运用，不仅实现了物流企业间的无障碍
沟通与交流，而且也使货物运输链条更加人性化，用
户可以通过物流管理平台随时获取货物运输信息。而
且物流企业也可对运输车辆以及货物的安全检查进行
全程实时监控，这一透明化、可视化、公开化的管理
模式，给现代化物流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技
术保障，物流行业的智能化、自动化与现代化发展进
程也逐步向前推进。

3 物联网技术下提升物流经济管理绩效的有

效策略

3.1 融合 GPS与 RFID技术

物联网之所以成为高端技术领域的佼佼者，主要
原因是融合了许多科技含量较高的信息技术。其中，
最为典型的两项技术是 GPS与 RFID技术，GPS即全
球定位系统，当该系统植入物联网操作平台后，管理
人员可以实时获取货物的准确位置。比如用户购买了

一批海产品，购买地为黑龙江，运输地为大连，应用
GPS技术，可以对这批海产品途经的每一座城市、每
一个物流配送中心的详细信息进行识别。由于海产品
保鲜时效短，因此，管理人员可以结合产品的属性，
向各个物流配送中心发送快速配送信息，并在精准实
施配送车辆调度工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缩短配送周
期，通过这种方法，物流企业能够获得用户更高的评价。

RFID技术即射频识别技术，也称为条码识别技术，
通过对 RFID技术的有效运用，物流企业可以对货物进
行实时跟踪，这就省去了人工跟踪的工作流程，每一
件货物途经每一个配送点，管理人员都可以通过条形
码掌握货物的动态信息。因此，在物流经济管理工作中，
管理人员应将 GPS与 RFID技术融合到一起，进而对
物流信息进行可视化管理，使货物发货填单、运输流
转、货物保存、送达交付等一系列工作流程串联到一起，
以促进物流管理水平的提升。

3.2 构建智能化物流配送平台

随着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更多的购买人群纷纷
瞄准了网络购物平台，在这一背景之下，货物流通阻
力也随之增大，尤其是货物的整个配送流程，不仅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而且每一个配送环节都需要
进行有效监管，才能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因此，为
了打通货物流通渠道，物流企业应当借助于物联网技
术，构建一个智能化物流配送平台。当用户的下单信
息生成以后，物流企业可以利用 RFID技术，对每一个
不同种类的货物予以标识，管理人员利用电子读写器
可以直接读取标识上面的货物信息，比如货物名称、
种类、重量、规格尺寸、发件人信息、收件人信息、
运送地与货物发出地等，当对货物标签完成扫描以后，
这些信息将统一上传至物联网平台，这样一来，用户
只需要登录平台便可以全方位的获取货物的实时动态
信息。与此同时，仓库保管人员也可以随时掌握库存
情况，并根据货物的配送信息，随时对库存进行合理

图 1 物联网的感知层、网络层与应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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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这一智能化物流配送平台的建立使物流管理效
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3.3 打通物流网络传输通道

物流经济管理工作专业性强，对管理人员的专业
素养要求高，尤其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管理
人员不仅需要具备传统物流行业的专业知识，而且也
需要熟练掌握和运用物联网这一高端技术。基于此，
物流企业应当充分发挥物联网技术优势，引入和笼络
更多的物联网专业技术人才，并组建一支勇于创新、
敢打硬仗的管理队伍，通过对物联网技术的有效运用，
来打通物流网络传输通道。比如在货物建立标识环节，
应当运用 RFID技术，生成货物信息标签；在货物运输
环节，可利用 GPS技术，获取货物的实时动态信息；
在货物签收环节，利用互联网远程监控技术，获取货
物的签收状态信息。通过对货物流通全渠道的监督与
管理，使各类货物能够安全、快捷的送达用户手中 [3]。

3.4 投放智能快递柜

在快递投放过程中，物流企业经常遇到用户无法
收取快递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货物的到达时间、配
送时间与用户的时间节点发生冲突，因此，许多终端
快递企业经常遭到用户的投诉。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物流企业可以利用物联网技术，创建终端投放快
递柜，这一智能系统通过与手机终端、快递柜终端及
数据库服务器建立连接的方式，使快递投放信息能够
实时反馈给快递用户。用户在操作过程中，通过扫描
快递柜出示的二维码，便可以直接触发系统上线，当
快递柜终端接收到反馈信号以后，快递柜能够及时做
出反应，并执行开门指令，这时用户能够顺利完成取
货流程。比如 2015年 6月，由顺丰、申通、中通、韵达、
普洛斯领航共同投资创建的“丰巢”快递柜，给广大
用户收取快递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

4 物联网技术在物流经济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4.1 在电商领域的应用效果

电子商务的出现给物流经济复苏与强势发展注入
了强劲的驱动力，尤其在 2016-2020年间，电商领域
除了阿里巴巴以外，京东、拼多多等集团也相继在消
费市场占据了有利位置。在这一背景之下，物流经济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电子商务崛起恰恰与物联网技
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利用物联网技术可以
对各种品类的货物进行可视化跟踪管理，货物的交易
信息能够直接反馈给终端操作平台，进而有利于对各
种货物的监督与管理。其次，利用物联网技术能够实
现远程无人化控制，这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成
本，同时也为电商企业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效益。比如
阿里巴巴在 2018年的云栖大会上高调宣布全面进军物

联网领域，而仅仅三年的时间，阿里巴巴在物联网领
域的布局便已经初具规模，这一布局也被称之为“1朵
云、2个端、3类伙伴、4大领域”，其中，“1朵云”
是指阿里云物联网平台，“2个端”是指设备端与边缘，
即物联网操作系统与边缘计算产品。“3类伙伴”主要
包括开发者、芯片开发商、合作伙伴。“4大领域”主
要涉足城市、汽车、生活与制造四大核心领域。从目
前阿里巴巴对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成果来看，已经远远
超出预期想象的效果，尤其在四大核心领域，物联网
的应用价值已逐步突显出来 [4]。

4.2 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效果

随着工业 4.0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制造行业也逐步
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尤其在近几年，
智能物流与仓储系统已被列为我国重点发展的五大核
心智能制造装备之一。于是，在政府大力支持与高度
重视的前提下，我国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也将目光投
向了智能物流建设领域，旨在将智能制造与智能物流
系统融合到一起，以加快推进我国物流经济与制造产
业的同步发展进程 [5]。因此，国内许多制造企业充分发
挥物联网的技术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智能物流系统，
来增强与制造生产线的匹配度，使二者之间能够实现
深度融合，这不仅能够带动我国的智能制造产业的蓬
勃发展，同时，也是物流经济实现智能化与现代化管
理的一条必经之路。

5 结语

综上所述，物联网技术的日渐成熟，给物流行业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发展时机，物流行业通过对
物联网技术的有效运用，使货物流通过程变得更加人
性化与智能化，而且中间流通过程无需投入大量的人
力资源，货物的流转、配送、调度与管理均可以实现
远程可视化控制。这一智能物流体系的形成，一方面
扩大了货物流通渠道，货物配送速度显著提升，用户
满意度也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物联网技术在物流行
业的应用也给物流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注入了生机与活
力，物流行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导地位也得到切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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