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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式制造企业标准成本管理体系的构建

【摘要】本文介绍了特变公司订单式制造企业标准成本管理体系的案例。利用浪潮标准成本软件制定订单产品标准

成本，与实际发生成本相比较，核算和分析成本差异，确定差异成因及责任，消除不利差异，实现了对成本有效控制的过

程。该体系的建立，有利于订单式制造企业提高成本管控水平，增加收益，保持行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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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集团特变电气有限公司（简称“特变公司”）是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控股的输变电设备生产企业，公司秉

承原保定变压器厂50年的设计制造经验及先进的工艺技术，

主要生产33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电力变压器、铁路牵引变

压器、风力光伏发电用主变压器、箱式变压器、电抗器等变压

器类产品和无功补偿装置。

特变公司通过推行卓越绩效及精益生产等先进管理模

式，形成了严谨准时的生产计划系统以及科学合理的营销网

络，经营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变公司和三菱公司、

西门子公司等国外知名企业开展广泛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是

GE、ABB、西马克等国际电气集团全球合格供应商，是国家电

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等国内重要电力企业

的优质供应商。公司始终坚持“以质量取胜市场，以管理获得

效益，以创新求得发展”的服务宗旨，产品遍及全国三十多个

省、市、自治区，并出口到法国、日本、伊拉克、马来西亚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

一、订单式制造企业标准成本管理体系的实施背景

（一）推行管理会计，满足成本核算精细化的需要

企业产品核算工作必须围绕成本管理展开。2014年 10

月，财政部正式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

导意见》，2012 ~ 2015年，兵装集团公司计划利用 4年左右时

间全面导入管理会计体系，以预算管理、成本管理、管理决策

和绩效评价为主要内容，积极引入全面预算、标准成本、平衡

计分卡、内部管理报告等十项管理会计工具，建立集服务战

略（Strategy）、配置资源（Resources）、管理风险（Risks）、创造

价值（Value）于一体的 SRRV财务管控模式。由此可见，管理

会计作为一种以价值创造为最终目的的管理信息系统，在加

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提升企业价值

等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特变公司的产品生产模式为订单式生产，即由客户指定

产品的规格、型号及特殊要求等相关情况，公司按照客户定

制要求组织生产，产品单笔合同金额高、技术含量高、价格差

异大、工序复杂，从设计到材料采购再到产品试验合格出厂，

生产周期长，需多部门协调合作。传统的成本核算方式以财

务报告为基础，关注成本计量的可靠性；战略成本管理要求

赋予成本核算工作以管理视角，强调在得到精确产品成本数

据的同时，可以通过对企业业务流程梳理，分析成本数据背

后的生产责任。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成本管理工具提供精细且

多维度的成本信息，并以此为平台整合其他管理工具，建立

事前统筹规划，事中实时控制，事后分析考核的控制体系，确

保最终的成本尽可能低。

（二）降低产品制造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需要

近年来，国内输变电市场迅速扩张，国外西门子、ABB等

输变电巨头也扩大，在华经营规模，国内二线输变电企业呈

现加速追赶态势，导致变压器等公司主要产品价格竞争日趋

激烈，单台产品利润越来越薄。

由于输变电行业对于材料品质的技术要求较高，主要

原材料供应商大多为特种钢铁公司、大型铜材加工企业、高

端特种纸板生产企业，国内只有少数厂家供货，有些甚至依

赖国外进口；而变压器产业下游行业的大型电厂等企业则更

加强势。因此，公司在上下游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均较弱，议价

能力较低，为了巩固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必须提高产品功能

性价比，即在保证不同客户产品订单性能的前提下，进一步

降低成本，在主导产品中推行标准成本制度，可以做到产品

精细化设计，不同的功能、结构、性能对应不同的成本，设计

人员力争选择技术与成本平衡的方案。

特变公司参考同类型可比产品成本和成本预算，制定各

部件和各责任单位的标准成本。事前对成本信息的规划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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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分解落实成本责任，各责任单位对即将开展的经济行为心

中有数，随着技改技措项目的实施，工艺水平不断优化，标准

成本逐步调低。公司通过对各责任中心完成标准成本情况的

考核，明确成本管控的重点，技术、生产、财务多部门联动协

作，在各个环节减少资源消耗，全面降低产品成本，多措并举

提高企业竞争力。

（三）建立生产一线成本管理的绩效评价机制，满足全员

降本增效的需要

随着现代商业环境的变化及新生产技术、信息技术的采

用，企业作为为顾客提供产品或服务并创造价值的经济组

织，不仅要通过成本核算为其产品、服务等的市场定价提供

基础依据，还要通过运营分析和流程优化等发现引起成本变

动的真正动因，控制成本以获取竞争优势。

特变公司将首先建立起所有主要产品的标准成本数据

库，使每个产品的每个成本项目都有明确的数量和价格标

准，再以成本发生的责任主体为主线，将企业生产制造的整

体目标分解为不同层次的目标，公司对最基层的成本责任主

体如工序、班组制定成本耗费标准，形成成本中心和利润中

心。为了明确各个责任主体的权责范围，公司各个部门在参

考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核定了每一部件的工艺路线、材料、工

时及各项资源耗费标准，通过对各工序的实际加工成本跟踪

统计，及时掌握各责任中心的成本发生情况，与标准成本对

比，发现差异，分析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并对相关部门进行

考核。公司建立起各责任单位的成本差异与员工经济利益挂

钩的考核机制，改变了以往生产车间成本中心负责人只注重

产量、质量指标，成本降低意识较差的状况，在差异分析过程

中，标准成本数据不断修订，一线员工也通过数据统计对比，

认识到成本管控的重要性。

二、订单式制造企业标准成本管理体系的内涵与主要做法

（一）内涵

订单式制造企业标准成本管理体系是利用浪潮标准成

本软件制定订单产品标准成本，把实际发生成本与标准成本

相比较，核算和分析成本差异，确定差异成因及责任，采取措

施消除不利差异，实现对成本的有效控制。并用以指导选择

工艺路线、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品种结构、细化成本预算、明

晰成本责任、强化成本考核，实现公司整体效益最大化。

订单式产品标准成本管理是指技术部门根据生产部门

按客户订单要求生产的典型产品的物料清单，编制每一零部

件科学合理的材料定额、工时定额、能源消耗定额、专用工装

定额、低值易耗品定额等，明确单位产品不同成本项目的消

耗量标准；再依据物料价格特点，分别建立标准价格库和非

标准价格库，将各项定额及价格输入标准成本软件，汇总计

算加工工序标准量与标准价的积，得出具体产品各项成本费

用标准。

订单产品标准成本管理以车间工序为最小的成本费用

归集单位，划分成本中心。将各工序实际发生成本与标准成

本对比，使工艺和生产部门对于标准成本推进初期出现的成

本差异及时进行原因分析，修订标准。对各责任中心的绩效

评价，为精细化成本管理奠定了基础，促使各部门努力采取

降本措施，持续降低成本费用占收入比例，最终各项运营指

标显著改善。

（二）主要做法

1. 统一物料编码，编制产品物料清单。

（1）建立订单产品标准成本管理体系的组织保障。标准

成本是根据目前生产技术水平，在企业正常运行情况下的产

品生产成本，其计算基础是“标准量×标准价”，即“单位产品

的标准成本=单位产品的消耗量标准×标准单价”，主要数据

来源包括BOM（产品物料清单）、工艺路线、材料定额、工时

定额、物料目录及单价、工作中心费率等。为保证压器产品标

准成本管理体系建设工作的有效进行，特变公司制定了《标

准成本体系建设实施方案》，部署工作的整体思路。标准成本

实施流程如图1所示：

图 1 标准成本实施流程图

估算成本 标准成本 成本差异 实际制造成本

生产完成设计完成投标报价

原材料 专用工装 直接人工 燃料动力 制造费用

主材 辅材 外购件

变动制造
费用

固定制造
费用

运输费用、
外部加工费、
检验试验费、
内部质量损
失等

折旧费用、
间接人工、
修理费用、
劳保费用、
物料消耗等

标准费率标准耗费标准费率标准用量标准成本标准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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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公司成立了具体工作推进小组，总经理任组长，其

他公司领导任副组长，财务、管理、生产等职能部门的领导为

小组成员，负责指导、监督标准成本体系所需数据的记录、统

计工作。财务部作为牵头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培训，明确各阶

段需要提供的基础数据。

各部门具体负责任务见表1。

项 目

一、标准成本的制订

1、物料编码的统一

2、生成制造BOM

3、成本中心的划分

4、制订标准物料价格

5、制订标准工时

6、制订标准工资率

7、制订标准费率

8、标准成本卷算

二、标准成本的管理

1、原材料领用

2、标准价格的维护

3、标准工时的维护

4、标准费率修订

三、成本差异处理

1、在产品计量

2、采购价格差异统计

3、前期材料差异

4、生产用量差异

工作简述

设计、采购、库房、生产统一使用一致的物料编码

根据技术BOM生成制造BOM

根据生产现状、工艺路线，按照成本费用可预计、可计量、可考核的原则划
分成本中心

根据物料价格特点，分别建立标准价格库和非标准价格库，确定各自更新
周期

根据工艺路线和生产实际，结合班组特点，制订标准工时或工作量

根据工艺路线和生产实际，结合班组特点，制订标准工资率

划分固定变动制造费用、对燃料动力、制造费用制订标准费用率

根据制造BOM自动计算出产品标准成本，可分级展开，对应成本中心

严格按照制造BOM领料，领料单位对应成本中心，超定额领料确认为差异

实际价格与标准价格差异统计，非标准价格动态更新机制

新产品标准工时的制订，不合理标准工时的调整

对燃料动力、制造费用标准费用率进行修订

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进行在产品计量统计，对完工产品和材料领用进行复
核，防止非正常差异影响标准成本分析

统计材料价格差异，与成本中心对应进行分析

统计前期材料差异，与成本中心对应进行分析

统计实际用量，判断合理性，与成本中心对应进行分析

牵头部门

科质办

工艺设备部

财务部

财务部

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部

财务部

财务部

生产部

采购部

人力资源部

财务部

财务部

财务部

财务部

财务部

参与部门

技术部、采购部、生产部

科质办

工艺设备部、各车间

采购部

工艺设备部、各车间

工艺设备部、各车间

工艺设备部、各车间

技术部、工艺设备部、科质办

财务部、各车间

财务部

工艺设备部、各车间

工艺设备部、各车间

各车间

采购部

市场部、工艺设备部、生产
部、各车间

采购部、生产部、各车间

表 1 特变公司标准成本项目推进各部门任务清单

（2）统一物料编码。物料编码是实现物料快速识别和标

准化管理的有效工具。特变公司借助用友T6供应链系统进

行物料成本管理，材料编码对应材料单价，但其与图纸设计

CAD绘图导出明细表，扫描上传至PDM，

写入设计物料清单中列示的编码不一致，

计算机信息系统无法自动匹配。PDM系统

中的材料编码只是对技术特征的描述，并

非真正的物料编码，特变公司多次召集技

术部、科技质量办公室、采购部、物资管理

部与财务部相关人员进行讨论，确定对

PDM系统二次开发，按照集团统一的物料

编码方案，增加与材料对应的代码列，物料

编码由PDM系统调用“编码器”判断是否

为已存在的编码且由“编码库”写入的，编

码体现出物料对应级次及是否为最末级，

可对工艺路线进行规范。存货编码档案见

表2。

升级后的PDM系统导出的BOM表在

物流软件数据库中搜索物料价格，实现自动生成请购单的同

时，将新物料代码输入物料数据库，为标准成本软件提供数

据，具体操作见图2。

图 2 数据关联操作图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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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称

变压器

下节油箱

管接头

钢板

焊接钢管

焊接钢管

不锈钢板

钢板

热轧槽钢

支架

钢板

钢板

钢板

钢板

热轧槽钢

钢板

热轧槽钢

热轧槽钢

钢板

扁钢

冷拉方钢

材料代码

HBQ235B-20

HGQ235A-D80

HGQ235A-D89.1×4.2

HB1CR18NI9TI-10

HBQ235B-6

HCQ235A-22a

HBQ235B-20

HBQ235B-30

HBQ235B-20

HBQ235B-20

HCQ235A-22a

HBQ235B-4

HCQ235A-22a

HCQ235A-22a

HBQ235B-4

HXQ235A-25x120

HFQ235A-8

工序

YqZz

Yh

Yh

Yh

Yh

Yh

Yh

Yh

Yh

Yh

Yh

Yh

Yh

Yh

Yh

Yh

Yh

Yh

Yh

Yh

原物料编码

021715016400000001

025384273500000001

025177012300000006

018180184300000002

029010801000000130

028175177502000001

028055025800000001

028055027000000001

029010501000002263

025472010600000001

029010101000006650

029010101000006651

028131047700000014

018100878901000001

029010501000000051

028055014102000025

029010501000000032

029010501000000954

029010101000000086

028084141300000001

029010601000000244

新物料编码

021715016400000001

025384273500000001

025177012300000006

029010101000000008

029010801000000006

028175177502000001

028055025800000001

029010101000000003

029010501000000010

025472010600000001

029010101000000008

029010101000000010

029010101000000008

029010101000000008

029010501000000010

029010101000000002

029010501000000010

029010501000000010

029010101000000002

028084141300000001

029010601000000244

级次

1

2

3

4

4

4

3

3

3

3

4

4

3

3

3

3

3

3

3

3

3

是否末级

0

0

0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表 2 存货编码档案

图 3 物料清单

（3）编制产品物料清单。特变公司升级图纸设计PDM系

统，导出EBOM（设计BOM）数据，详细记录一个产品所用到

的所有材料，采用多级展开方式，即从顶层成本对象产成品

开始，向下逐层按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从属关系展开，

完整地体现单位用量及规格属性，使加工制造顺序清晰。

标准成本软件在前期PDM系统的基础上升级，能够将

物料信息快速导入，满足年度多台产品生产的需求。编制完

成的物料清单如图3所示。

设计部门推行标准设计，尽量缩小物料清单范围并定期

对EBOM表进行日常维护及更新，反映产品设计材料的修订

情况。工艺部门将产品物料清单EBOM中的各种零部件区分

为外购件、外协件、自制件等，编制工艺路线将自制件及其组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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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下节油箱

封环

铁心

铜带

器身绝缘

垫板

铁轭垫块

所属代号

1TB.714.0613.1

5BB.322.000.3

1TB.714.0613.1

5TB.640.1691

1TB.714.0613.1

5TB.700.1454

5TB.700.1454

材料名称

耐油橡胶

铜带

层压木

材料代码

TX-模压件

YDT2M-0.5×300

JCM-75

备注

搪锡

dm^3

单位

kg

定额

0.015

工序

YqZz

CZz

TdZt

ThZyZt

Zt

CZt

XzZt

表 3 产品加工工序路线

图 4 BOM编制总体流程图

成零件的生产加工任务划分到各车间，按不同消耗比率计算

出产品定额，生成PBOM（工艺BOM），采购部门根据工艺部

门下发的MBOM（生产BOM）表。直接外购的物资，如铜线、

铜箔、指定组部件等，直接按MBOM表采购；大宗物资如绝

缘纸板、硅钢片、钢板等，结合套裁率计算需求量，按大宗物

资采购单采购。物资管理部门按照产品MBOM表计算计划

生产合理材料周转量，确立安全库存，安排采购周期，供应商

根据MBOM表生成的采购单和批量物资采购单填写送货

单，库房负责核对入库物资是否按照标准物料清单上的编码

和名称入库。生产部门根据MBOM表填写领料单，超过定额

用量的部分，需经特殊的预算审批程序，并作为用量差异处

理。物料清单是基础性的技术文件，涉及多领域、多层级的运

用，研发部门重点考查产品质量、性能的保

证；采购、生产、财务等部门重点对供应链

效率、成本等把关负责，最理想的物料清单

应该是既能保证产品质量、性能，满足客户

要求，又有利于供应链采购并确保产品实

现预期盈利目标。BOM编制总体流程如图

4所示。

2. 编制科学合理的材料定额、工时定

额、能源消耗定额等。工艺部、生产部门按

EBOM表编制工艺路线，包括零件加工路

线，部件、组件的装配路线，见表3。

外购件的标准成本按照采购合同价、

计划价格、历史价格等制定；自制件的标准

成本，分构成产品组件的主要材料和其他

的费用性消耗物料，如：辅料、工具备件等。

主要材料由工艺采购部门按照可采购到的

原材料规格计算相应下料、改型等损耗，制

定工艺定额消耗用量，定额消耗量随技术

进步，用料规模等因素修订，材料定额用量

的计量单位与采购单价计量单位一致，以

原材料定额数量乘以计划单价计算材料标

准成本；消耗性辅料由工艺部门逐步核定

定额，列入采购计划，生产车间按定额领

用，和主要材料一致，以数量乘以计划单价

计算材料标准成本，见图5。

直接人工、燃料动力、制造费用按成本

项目确定单位作业量的费用率，作业量与

费率乘积为标准成本消耗费用。作业量一

般为工时，也可以使用件、重量、作业次数

等，即小时费用率或单位作业量的费用率，

特变公司以零部件生产工时为作业量用量

标准。标准工时建立在按工艺规程将零部

件加工过程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可计量的

操作阶段（单元）及合理的工作方法之上（录入界面见图 6）。

作业标准化是制定标准工时的基础，人力资源部测定人员操

作和设备运转两种标准工时，测定出的人员操作工时按中上

熟练水平、设备加工工时按正常的生产条件和加工批次计

算，生产部与工艺部对工时进行跟踪测定，实际工作状况与

发布的标准工时存在较大差异，工程师重新进行测定，经审

批后更新。标准工时一年修订一次，工艺改进等实际情况出

现较大变动时，亦可修订。

特变公司分车间安装水、电、气表，设备部提供原始抄表

数据，财务部根据能源项目与生产产品内容的关联性，将车

间实际使用的“电”、“压缩空气”按实际发生成本，“水”、“汽”

按产量进行分配计入。零部件标准能源成本表见表4。

Excel
明细表

Excel
MBOM、工艺号线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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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物料内部价格体系。物料价格制定的准确与否直

接决定了标准成本的准确性。特变公司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工

具，通过用友供应链T6系统中存储公司采购的各种主要材

料、辅助材料的价格，在计算标准成本时，应根据物料清单，

按照原材料价格特点对应写入价格：用量较大或价格有一定

波动的原材料，如铜线、钢板、变压器油等采取动态更新方

式；价格波动不大的原材料，如绝缘纸板、标准件等采取全年

或半年一次确定标准价格的方式；制定组部件和特殊组部件

图 6 零件标准成本工时录入

图 5 材料标准成本计算

工艺路线

工序1

工序2

合计

工艺
步骤

工步1

工步2

......

......

......

水

标准定额 单价 标准成本

电

标准定额 单价 标准成本

汽

标准定额 单价 标准成本
合计

生产单位： 零件名称： 物料编码：

表 4 零部件标准能源成本表

案例分析□



□·78·财会月刊2016.34

采取非标准价格单独填写的方式。物料价格库的建立和维护

由财务部负责，价格信息由经授权的相关部门共享。

4. 根据成本动因划分成本中心，制定标准制造费用率。

成本中心是最小的费用归集单位，也是成本核算中最小的

“投入产出单元”。特变公司根据工艺流程和生产布局，在充

分考虑成本效益原则的基础上，按车间划分成本核算单元，

按工序划分工作中心，工作中心与成本中心关联，工序为成

本管控的最小责任单位。工作中心划分见表5。

每一个零部件的标准人工成本由标准工时消耗与年度

工时单价的乘积确定，工时单价由人力部门首先根据当年薪

酬水平预算，分工序、班组制定人工成本耗费标准，除以各单

位预计年度总工时，计算出人工成本工时单价。

为了确定合理的标准制造费用率，特变公司将制造费用

分为固定制造费用和变动制造费用，年度期间变化不大的费

用，如折旧、安全生产费等，根据各工序最近3年数据除以每

年度各工序总工时计算单位小时平均费用率；变动制造费用

如机物料消耗、实验检验费、运输费等，结合相关定额和往年

历史数据，根据预计的产量测定当年费用额度，再除以各工

序预计年度总工时，计算单位小时费用率。以铁芯车间为

例，设计制造费用率明细表见表6。

5. 汇总计算典型变压器产品的标准成本，随价格、设计

工艺改进不断修订。特变公司汇总根据客户订单要求制造的

所有主要产品，以保证典型产品的每个成本项目都有明确的

数量和价格标准。以变压器为例按成本项目列示其分类等

级，见表7。

单件产品标准成本的制定，根据产品MBOM结构展开，

按照工艺路线上的工序，对应工作中心（成本中心），每个成

本中心的自制件、外购件、外协件、辅助材料等直接材料成本

按合理的消耗定额与材料单价相乘的积汇总确定；燃料动力

以实际使用与应分摊部分分配确定；再计算每道工序的标准

工时、制造费用率，输入标准成本软件，测算得出具体产品各

项成本费用标准，具体示例见图7。

标准成本应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基准，该基准在一个相对

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变，以便保持分配依据和考核标准的连

续性，但当BOM、工艺路线、材料消耗定额、计划单价、费率

等发生变化之后，就要更新标准成本数据。

特变公司每年坚持对现有制造工艺技术进行研究改造，

同时投资购买新的设备，实施技改技措等带来的自动化水平

提升会促进材料消耗和能源消耗的下降及劳动效率的提升，

特变公司在每年修订标准成本时，结合工艺技术的进步情况

对原材料消耗定额、能源消耗定额和工时定额等进行修正。

所属车间

油箱车间

线圈车间

铁芯车间

成本中心名称

焊装组

试漏组

锈漆组

机加工组

夹件组

油箱公共

绕线组

压装组

线圈公共

绝缘组

下料组

叠铁组

横剪组

纵剪组

铁芯公共

代号（工艺路线）

Yh

Ys

Yq

Yj

Yjj

Yg

Xr

Xy

Xg

Xz

Xx

Td

Th

Tz

Tg

表 5 工作中心划分

2015年

折
旧

固
定
费
用

变
动
费
用

总
计

加
工
费
率

中层干部

直接人工费

管理人员

小计

临时人员

合计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通用设备

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

合计

低值易耗品摊销

办公费

安全生产费

修理费

劳动保护费

固定费用合计

试验检验费

燃料动力费

辅材费用

变动费用合计

直接人工费

动力费

折旧费

其他费用

标准时间

人工费率

动力费率

折旧费率

加工费率

合计

铁芯车间合计

127233

下料

12721

切铁

25455

预叠

25445

叠铁

63612

表 6 铁芯车间制造费用率明细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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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批量投产一段时间的成熟产品，特变公司在编制标准

成本时参考过去生产该产品的历史平均成本数据，尤其是结

合消耗量数据对定额进行适度修正。另外，成本发生是决策

行为的一部分，成本的高低会受到整个企业资源分配的影

响，制定资源配置决策最权威的依据是年度预算，每年在修

订标准成本时，特变公司参照年度预算对各项定额尤其是制

造费用定额中的部分项目进行修正调整，使费用标准符合年

度生产实际。通常情况下不同产品的产能每年会有一定变

动，主要受几个因素影响：一是每年订单变化情况，企业会根

据销售结构变动统一调配产能；二是技改技措和固定资产投

资会改变整个或部分产品的生产约束条件，对相关产品的产

能也有影响；三是人员的熟练程度不断提高也会使产品产能

得到一定程度提高。生产能力的变动会导致诸如折旧、生产

一线管辅人员工资等固定成本的单位摊销额发生变化，特变

公司在制定费用标准和单位人工成本标准时会根据产能的

变动对费用定额和工时定额进行修正。

通过各项因素的调整，可以编制比定额成本更为精细、

更贴近工艺与管理实际且具有一定先进指导意义的标准成

本。标准成本软件提供多版本保存功能，以便按版本号查询、

分析。

6. 对实际成本与计划标准成本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对

应各作业单元，查找原因，落实责任，采取新技术与管理决

策，降低成本。标准成本数据按照产品类别、工作中心、成本

项目等多个维度分别归集数据，特变公司选择其中多个维

度，设置其前后顺序，通过转换生成各种分析报表。在标准成

本数据表中，由于存在BOM结构，成本报表上能够区分本级

和下级，多维度分析先处理本级发生数据，再通过BOM结构

处理上下级数据，最后汇总。

成本差异是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之间的偏差，是反映成

本控制水平的重要手段，标准成本、实际成本采用相同的维

度体系，特变公司按照对应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寻找问题，促

进管理。标准成本控制整体框架见图8。

序号

5.2

5.3

5.4

5.5

5.6

6.0

6.1

6.2

7.0

7.1

7.2

7.3

7.4

7.5

7.6

8.0

8.1

8.2

变压器典型产品等级规范

35kV等级产品（10-35kV,不含10kV）

66kV等级产品（35-66kV,不含35kV）

110kV等级产品（66-110kV,不含66kV）

220kV等级产品（110-220kV,不含110kV）

330kV等级产品（220-330kV，不含220kV）

干式变压器

10kV级及以下

35kV等级产品（10-35kV,不含10kV）

电炉变压器

10kV级及以下

35kV等级产品（10-35kV,不含10kV）

66kV等级产品（35-66kV,不含35kV）

110kV等级产品（66-110kV,不含66kV）

220kV等级产品（110-220kV,不含110kV）

330kV等级产品（220-330kV，不含220kV）

箱式变电站

10kV级及以下

35kV等级产品（10-35kV,不含10kV）

计量单位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台/万kVA

表 7

图 7 变压器成本费用示例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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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公司设置“成本差异”科目进行核算，差异发生时直

接计入损益，月度结账前按照差异形成原因进行调整并作相

应账务处理。“成本差异”下设六个二级会计科目，核算材料

采购价格、生产用量、标准成本重估、直接人工、燃料动力、制

造费用六个差异项目。

特变公司根据成本费用计算汇总表进行账务处理。月度

成本费用计算汇总表见表8。

特变公司标准成本管理体系分五个层级，分别是标准成

本制定、外购业务成本管理、生产业务成本管理、成本差异还

原、期末处理。按成本差异偏差方向分为正差（不利差异）和

负差（有利差异），因素分量差、价差进行形成原因分析，既有

利于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不利差异，又有利于修订和完善标

准成本预算的编制，使之更加符合实际。

三、实施效果

1. 推进了成本精细化管理，提高了生产指标预算准确

率。特变公司通过合理划分产品系列的方法编制产品标准成

本，每个系列的成本都由各个零件的主材、辅材、人工费用、

燃料动力费用等项目的标准数量和标准价格乘积得到，精细

化的成本管理能够满足不同管理层对成本项目的不同管理

需求。

采购部为了降低采购成本，组织油罐、油箱、电磁线等物

资招标工作；针对开关、套管，储油柜等特殊物资开展专门的

价格谈判，实现特殊项目特殊价格；引进变压器油新供方，并

实行安装现场配送，节省运输费用；确定与同类企业开展关

图 8 标准成本控制整体框架

成本费用

1.原材料

2.直接人工

3.燃料动力

4.专用费用

5.制造费用

（1）固定制造费用

（2）变动制造费用

合 计

期余结存

订单A 订单B 合计

本期领用/发生

订单A 订单B 合计

本期转出

订单A 订单B 合计

期末结存

订单A 订单B 合计

表 8 月度成本费用计算汇总表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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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采购流程、方式、渠道、物资选用等项目的对标工作，通过

科学采购，2016年预计实现降低成本367.93万元。

工艺部推行铁心边柱拼片工艺，减少煤油气相干燥工艺

耗用时间，改制线圈绕制模具；质保部对实验设备实行TPM

（全员生产维修），开展质量攻关活动，通过过程质量控制，降

低内外部质量成本；经理办公室推行无纸化办公，对墨盒、硒

鼓等低值易耗品采用网上购买方式，为因公出差的出国人员

购置定项手机卡或上网卡，降低话费支出。2016年管理部门

预计节约材料、费用成本214万元。

特变公司将标准成本作为生产单位开展年度及月度滚

动预算的重要数据支撑。以每种产品工序成本的总和作为该

产品单件成本的依据，以单件产品成本作为生产单位制造费

用总额的预算依据，既提高了生产单位年度及月度预算的可

靠性，又增加了预算的可执行性，为预算管理提供了生产最

小单元即各工序的基础数据平台。

2. 确立了产品标准配置价格，提高了产品利润率。典型

产品标准成本的制定，使设计部贯彻“简洁、实用”的设计原

则，推进标准化设计，如：铁轭下压紧器身的垫块结构标准

化，减少紧固件规格，去掉不必要的实验项目等。设计人员利

用软件建模，根据计算结果优化主纵绝缘，节省铜线、硅钢片

耗用，适当缩小油箱尺寸，节约变压器油用量。三相五柱铁心

屏蔽硅钢片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适当缩小尺寸，节省工时

及原材料，每年大约可节省成本 12万元；控制箱采用紧促型

超薄结构，每台节约材料成本1500元；主要开关、继电器采用

国产优质件替代合资件，每台产品节省成本 1250 元。2016

年，设计部门通过优化设计、对部件进行库存闲置物资代用

等方式预计降低成本1246.78万元。

市场部根据产品标准成本，完善投标报价流程，加强“预

中标评审”工作，与技术部协作，逐条审查预中标合同，使订

单文件商务和技术条款协调一致，通过与用户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降低产品奢侈配置；减少没有必要的免费服务项目、

包装要求；合理改善产品付款方式、交货时间，降低产品资金

成本；去除苛刻的罚款条件，提高产品售价。

设计部积极了解每台产品的运行特性，选择产品性能与

成本平衡的设计方案。积极参与各项目的预中标评审。对黄

河三角洲 350MW高厂变项目的产品 SFF11-65000/20变压

器取消了 7项特殊试验；东投靖边杨桥畔 50MWp光伏电站

项目的产品 SZ10-50000/110变压器减少购置价值 2.5万元

的备品备件；宣化中核 150MW奥运迎宾光伏廊道项目的产

品 SZ11-5000/110变压器投标价格较标准成本高出 3万元，

设计将储油柜由波纹改为胶囊式，不锈钢槽盒改为铝合金材

质，大幅降低高压套管相间距，降低制造难度。“控制项目风

险，提升产品利润”是特变公司按标准成本实行“订单预审制

度”的策略，通过运用标准成本设计方法，2016年预计综合增

加公司经营利润140.4万元，实现了产品性价比最大化，提升

了企业产品成本竞争力。

3. 通过对生产一线成本管理工作开展绩效评价，员工对

成本控制的重视程度提高。特变公司将依据对成本差异的分

析结果，对各工序、班组的材料、期间成本、小时费用率等指

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奖励先进，惩罚落后，并帮助落后者

分析原因，解决问题，促使各责任单位共同采取措施控制成

本，实现公司综合效益最大化。

部件车间对于大型变压器铁芯硅钢片横剪线剪切剩余

的料头料尾，用小型剪板机手动断碎料，用在小产品上，2016

年 1 ~ 8月剪切小产品利用下脚料 71.71万元；将库房剩余电

磁线的规格、数量等信息反馈到技术、工艺、采购等相关部

门，将相同规格的线头焊在一起再利用，2016年 1 ~ 8月焊接

电磁线节约成本 1.7万元。车间对辅助材料的使用量制定更

加细致的定额标准，绝缘组将划线用红蓝铅笔改为纯蓝铅

笔，利用率提高 50%；叠铁工序将D型轭三接缝铁心柱绑扎

方式由缠稀纬粘胶带改为绑扎PET绑扎带，每台节约成本约

380元。总装车间利用线圈工序防护用缠绕膜代替器身防护

时所用的塑料布和洁净纸；零件包装箱二次利用；合理安排

产品干燥入炉台次，按照大产品代小产品、小产品集中使用

的思想，减少蒸汽能源的浪费。2016年，通过对主材、辅材、办

公费用、燃料动力费用等的管控，预计节约成本 33.55万元。

油箱车间针对涂漆工质量意识淡薄，缺陷修补造成重复性劳

动的情况，制作专用工装，购买秒表，控制油漆调配质量；工

具、设备备件等低值易耗品耗费高，车间采取以旧换新、定额

领用、用螺旋丝锥代替普通丝锥，将报废设备可用配件拆卸

留存，用于正常设备维修等措施，2016年低值易耗品领用金

额同比降低17%。特变公司多次组织全部资产的清查盘点工

作，处置多年闲置、没有使用价值的存货，多个车间开展余料

改制再利用工作，2016年预计节约成本30余万元。

特变公司通过建立订单式制造企业标准成本管理体系，

统计细化到班组的基础数据，明确对各工序不同的成本费用

管控重点，生产一线的管理者既注重成本指标，又注重生产

任务、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劳动生产率等综合指标，逐步形

成了“全员管成本”的工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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