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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变因素分析法及其在产品成本分析中的应用

【摘要】从连环替代法和LMDI法的局限性以及共变因素分析法的原理与特点可以看出，共变因素

分析法克服了前两种方法的局限性，是三种方法中最科学合理的成本因素分析方法。运用共变因素分析

法确定关键因素的判断依据为两因素影响值的差异大小与共变影响值大小，两者的判定指标分别为两

因素的影响值的差异与单因素影响值之和的比值、共变影响值与较大的单因素影响值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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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环替代法和LMDI 法的局限性

连环替代法是现行成本会计教材中关于成本因

素分析最常用的方法，其特点是将成本差异分解为

各因素的影响值之和。具体方法是从基期因素出发，

依次将基期因素替换成各报告期因素（当分析实际

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异时，则从计划因素出发，依次

将计划因素替换成各实际因素），每替换一次就计算

一次差异，这些差异就是各因素对总成本变动差异

的影响值。连环替代法的局限性主要有三点：一是各

因素对成本的影响值会由于各因素的替换顺序不同

而不同，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二是只能计算

单因素的影响值，无法分析多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

三是人为地将各因素变动对成本差异的非线性关系

简化成了线性关系。

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法也是将成本差异

分解为各因素的影响值之和，但与连环替代法不同

的是，该方法所计算的各因素的影响值是唯一的，与

替换顺序无关。LMDI法仍然只能计算分析单因素

的影响值，同样存在人为地将各因素变动对成本差

异的非线性关系简化成线性关系的局限。

二、共变因素分析法的原理与特点

共变因素分析法的原理可以用微分的定义来解

释，以 z=xy为例，该函数的增量可表示为自变量增

量的线性组合加上自变量增量的高阶无穷小，其公

式如下：

△z=x△y+y△x+△x△y
可见，各因素变动（△x和△y）与总差异（△z）之

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二次曲线关系。

共变因素分析法克服了连环替代法和LMDI法
的局限性，该方法真实反映了各因素变动对成本差

异的非线性关系，计算的各因素影响值是唯一的，与

替换顺序无关，并且可以计算分析多因素的交互影

响，因此它是三种方法中最科学合理的方法。该方法

所计算的多因素共变影响值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

对于改进成本管理工作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补充

和丰富了连环替代法和LMDI法的分析结论。现以

单位产品材料成本分析为例，说明共变因素分析的

具体含义及其特点。

设单位产品材料实际成本为 c1，计划成本为 c0；

材料实际单价为p1，计划单价为p0；材料实际单耗为

u1，计划单耗为u0。则单位产品材料实际成本与计划

成本的差异为：

c1- c0=p1u1- p0u0=（p1- p0）u0 +（u1- u0）p0 +
（p1-p0）（u1-u0） ①

根据式①，单价和单耗这两个因素对单位产品

材料成本的影响可分为三个部分：纯单价变动的影

响、纯单耗变动的影响、单价与单耗共变的影响。纯

单价变动的影响的含义是在单耗不变的条件下，仅

由单价变动所引起的材料成本变动；纯单耗变动的

影响的含义是在单价不变的条件下，仅由单耗变动

所引起的材料成本变动，这两种影响也可分别称为

单价的直接影响和单耗的直接影响。单价与单耗共

变的影响的含义是单价与单耗同时变化对材料成本

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可称为单价与单耗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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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变影响值较小时，可以只针对直接影响值较大

的因素（单价和单耗其中之一）采取措施改进；但当

共变影响值较大时，应同时对单价和单耗采取措施

改进，才有可能达到较满意的降低成本的效果。因

此，对于共变影响的分析可使分析结果更加丰富和

深入，这就是在成本差异分析中应当考虑多因素共

变影响的意义所在。

王洪海、宋丽娟（2013）提出基于作业成本法

（ABC）算术平均思路改进连环替代法，认为应将因

素共变的影响值平均分配给各单个因素，例如上述

单价与单耗共变的影响值应平均分配给单价和单耗

两个因素。本文认为单因素影响与多因素共变影响

具有不同的经济含义，前者是直接影响，后者是间接

影响，将后者分配给前者混淆了这两种影响的经济

含义，并且平均分配也无客观依据，因此这种做法是

不妥的，且没有必要。

有的文献认为连环替代法的基础是统计指数编

制所遵循的一般原则，即“编制数量指标的因素指数

时，要用基期的质量指标作同度量因素；编制质量指

标的因素指数时，要用报告期的数量指标作同度量

因素”。本文认为这个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使总差异与

各单因素的影响保持一种乘积关系，即：c1/c0=u1p1/
u0p0=（u1p0/u0p0）×（u1p1/u1p0），该原则其实是一种

未考虑共变影响的简化办法，所以不能因此而否定

共变影响的存在。对于以相对数形式表示的差异，共

变影响的形式可表示为：

其中， 即为共变影响。

三、关键因素的确定

因素分析的目的就是在多因素中确定关键因

素，针对关键因素采取改进措施。现以两因素分析为

例，说明运用共变因素分析法时如何确定关键因素，

关键因素的分析依据如表1所示。

需特别指出的是，由表1可知，共变因素分析法

分析确定的三种关键因素结果中，有一种是“影响值

较大的因素为主，另一因素为辅”，丰富了关键因素

的内容，这是连环替代法和LMDI法不具备的。

表1中关于两因素的影响值的差异大小的判定

指标可以采用两因素的影响值的差异与单因素影响

值之和的比值，即： ，具体

的判定标准由企业自行确定。假设以 10%作为判定

标准，如果该比值大于或等于10%，则判定为两因素

的影响值的差异较大；如果该比值小于10%，则判定

为两因素的影响值的差异较小。

表1中关于共变影响值大小的判定指标可采用

共变影响值与较大的单因素影响值的比值，即：

。考虑到实际应用时，

指标的变动值一般不会大于指标本身的值，所以

（p1-p0）（u1-u0）通常会小于（p1-p0）u0或（u1-u0）

p0，即共变影响值一般都会小于单因素影响值。因

此，表 1中关于共变影响值大小的判定标准不能设

定过大，过大则可能导致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需考

虑共变影响，使因素分析不够深入；同时，判定标准

也不能设定过小，过小则可能导致相反的情况，不符

合重要性原则，具体的判定标准由企业自行确定。假

设以 10%作为判定标准，如果该比值大于或等于

10%，则判定为共变影响值较大；如果该比值小于

10%，则判定为共变影响值较小。

例 1：根据表 2中单位甲产品的原材料成本资

料，对甲产品原材料成本变动进行因素分析，并确定

关键因素。假设两因素的影响值的差异大小判定指

标和共变影响值大小判定指标的判定标准均为10%。

根据式①，分别计算材料单耗和单价的直接影

响和共变影响，如表3所示。

根据表1所示方法，分析确定关键因素：

A材料：因为（4.5-2.75）/（ 2.75+4.5）=24.1%>

c1
c0

=
u1p1
u0p0

=
u1p0
u0p0

×
u0p1
u0p0

× æ

è
çç

ö

ø
÷÷

u1p1× u0p0
u1p0× u0p1

u1p1× u0p0
u1p0× u0p1

关键因素分析依据

两因素的影响值的差异较小时

两因素的影
响值的差异
较大时

共变影响值较大

共变影响值较小

关键因素

两因素

影响值较大的因素
为主，另一因素为辅

影响值较大的因素

注：“影响值”和“差异”的计算均取绝对值。

表 1 关键因素分析

原材料

A材料

B材料

计划

单耗
（千克）

4.5

5

单价
（元）

5.5

9

单位成
本（元）

24.75
（4.5×5.5）

45
（5×9）

实际

单耗
（千克）

5

4.6

单价
（元）

6.5

12

单位成
本（元）

32.5
（5×6.5）

55.2
（4.6×12）

|
|

|
| || ( )p1- p0 u0 - || ( )u1- u0 p0

|| ( )p1- p0 u0 + || ( )u1- u0 p0

|| ( )p1- p0 ( )u1- u0

max( )|| ( )p1- p0 u0 , || ( )u1- u0 p0

表 2 单位甲产品原材料成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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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以判定为两因素的影响值的差异较大。此

时，关键因素还需进一步根据共变影响值来判定。因

为 0.5/4.5=11.1%>10%，因此判定共变影响值较大，

所以应以单价为主、单耗为辅作为关键因素。

B材料：因为（15-4.5）/（15+4.5）×100%=53.8%>
10%，并且 1.2/15×100%=8%<10%，判定为两因素的

影响值的差异较大，但共变影响值较小，所以单价是

关键因素。

四、共变因素分析法在可比产品成本降低计划

完成情况分析中的应用

可比产品是指连续两年生产的产品，可比产品

成本降低计划完成情况分析是指对该产品的实际降

低额与计划降低额的差异进行因素分析，即：

实际降低额脱离计划差异=实际降低额-计划

降低额=实际降低率×∑（实际产量×上年实际单位

成本）-计划降低率×∑（计划产量×上年实际单位

成本） ②
根据式①，则式②可分解如下：

实际降低额脱离计划差异=（实际降低率-计划

降低率）×∑（计划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计划

降低率×［∑（实际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计

划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实际降低率-计划

降低率）×［∑（实际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
∑（计划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 ③

其中，实际降低率=［∑（实际产量×上年实际单

位成本）-∑（实际产量×本年实际单位成本）］/∑（实

际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计划降低率=［∑（计

划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计划产量×本年

计划单位成本）］/∑（计划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

本）。

式③中的第一部分是降低率的直接影响，第二

部分是产量的直接影响，第三部分是共变影响。这里

把降低率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其经济含义比较抽象，

不便于有针对性地采取改进措施，因此有必要将其

进一步分解为“品种构成的直接影响”和“单位成本

的直接影响”，分解过程如下：

降低率的直接影响=（实际降低率-计划降低

率）×∑（计划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计划

产量×本年计划单位成本）×∑（实际产量×上年实

际单位成本）-∑（实际产量×本年实际单位成本）×
∑（计划产量×上年计划单位成本）］/∑（实际产量×
上年实际单位成本） ④

将式④中的“本年实际单位成本”替换为“本年

计划单位成本”（保持“单位成本”不变），可知“品种

构成的直接影响”为：

品种构成的直接影响=［∑（计划产量×本年计

划单位成本）×∑（实际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
∑（实际产量×本年计划单位成本）×∑（计划产量×
上年实际单位成本）］/∑（实际产量×上年实际单位

成本） ⑤
得“单位成本的直接影响”为（按倒挤法计算）：

单位成本的直接影响=④-⑤=［∑（实际产量×
本年计划单位成本）-∑（实际产量×本年实际单位

成本）］×∑（计划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实

际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可比产品成本降低计划完

成情况分析中，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分析，即“产量

的直接影响”“单位成本的直接影响”“品种构成的直

接影响”和“共变影响”。其中，“产量的直接影响”是

指在“实际降低率=计划降低率”的条件下，产量变

动所引起的差异，从实际降低率和计划降低率计算

公式可以看出，“实际降低率=计划降低率”的实质

是实际产量相对计划产量的等比例变动，因此“产量

的直接影响”也可称为“纯产量变动的直接影响”。

“品种构成的直接影响”是指在“实际单位成本=计
划单位成本”条件下，实际产量相对计划产量的非等

比例变动（表现为各种产品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变

动）所引起的差异，所以“品种构成的直接影响”其实

也是一种产量变动的影响，分析时应正确理解“产量

的直接影响”与“品种构成的直接影响”的异同。确定

关键因素时，首先针对产量和降低率两个因素分析

确定关键因素，如果降低率是关键因素，再进一步针

对单位成本和品种构成两个因素分析确定关键因

素，分析方法与表1所示的方法原理相同。

例 2：根据表 4的可比产品成本资料，对成本降

低计划完成情况进行因素分析，并确定关键因素。

1. 计算各因素的影响值和共变影响值。

实际降低额=I-K= 40995-33735=7260（元）

计划降低额=F-G= 42130-38090=4040（元）

实际降低额脱离计划差异=7260-4040=3220
（元）

差异

单耗直接影响

单价直接影响

单耗和单价共
变影响

A材料

7.75（32.5-24.75）
2.75［（5-4.5）×5.5］
4.5［（6.5-5.5）×4.5］
0.5［（5-4.5）×（6.5-
5.5）］

B材料

10.2（55.2-45）
-3.6［（4.6-5）×9］
15［（12-9）×5］
- 1.2［（4.6- 5）×
（12-9）］

表 3 单位甲产品原材料成本因素分析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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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③得：

实际降低率=∑［实际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

本-本年实际单位成本）］/∑（实际产量×上年实际

单位成本）=（I-K）/I=（40995-33735）/40995×100%=
17.71%

计划降低率=∑［计划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

本-本年计划单位成本）］/∑（计划产量×上年实际

单位成本）=（F-G）/F=（42130-38090）/42130×100%=
9.59%

产量的直接影响=计划降低率×∑［（实际产

量-计划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9.59%×
（40995-42130）=-108.8（元）

单位成本的直接影响=∑［实际产量×（本年计

划单位成本-本年实际单位成本）］×∑（计划产量×
上年实际单位成本）/∑（实际产量×上年实际单位

成本）=（37110-33735）×42130/40995=3468.4（元）

品种构成的直接影响=［∑（计划产量×本年计

划单位成本）×∑（实际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
∑（实际产量×本年计划单位成本）×∑（计划产量×
上年实际单位成本）］/∑（实际产量×上年实际单位

成本）=（38090×40995-37110×42130）/40995=-47.4
（元）

共变影响=（实际降低率-计划降低率）×［∑（实

际产量×上年实际单位成本）-∑（计划产量×上

年实际单位成本）］=（17.71%-9.59%）×（40995-
42130）=-92.2（元）

计算结果验证：实际降低额脱离计划差异=
3220（元），产量的直接影响+单位成本的直接影响+
品种构成的直接影响+共变影响=-108.8+3468.4-
47.4-92.2=3220（元），二者相等。

2. 确定关键因素。根据表1所示方法，分析确定

关键因素：

降低率的直接影响=单位成本的直接影响+品
种构成的直接影响=3468.4-47.4=3421（元）

因为（3421-108.8）/（3421+108.8）×100%=94.8%>
10%，并且92.2/3421×100%=2.7%<10%，所以降低率

是关键因素，此时须进一步针对单位成本和品种

构成两个因素分析确定关键因素。因为（3468.4-
47.4）/（3468.4+47.4）×100%=97.3%>10%，所以单位

成本是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共变因素分析法是一种更加全面和

深入的因素分析方法，目前的成本会计教材中运用

到因素分析的主要是标准成本法中的成本差异分析

和成本报表分析，但大多数内容使用的分析方法仍

然是连环替代法。鉴于这种现状，本文认为将共变因

素分析法引入教学，介绍给学生是很有必要的。但也

必须指出，共变因素分析法的计算量明显增加，特别

是影响因素超过3个以上时，因素组合会有很多（如

果有 3个因素，因素组合有 C1
3 +C2

3 +C3
3 =3+3+1=7

种），计算量会很大，而因素越多，其交互影响的经济

含义就变得越不直观、越难理解，对实际工作的指导

作用有限，这是该方法在应用上的局限性。因此，本

文认为共变因素分析法主要适合于两因素差异分

析，三个以上的因素还是适合采用简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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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A
B
C

合计

产量（千克）

本年计划

A
310
300
220

本年实际

B
315
300
180

单位成本（元）

上年实际

C
61
51
36

本年计划

D
56
46

31.5

本年实际

E
49
43
30

总成本（元）

按本年计划产量计算

F=A×C
18910
15300
7920
42130

G=A×D
17360
13800
6930
38090

H=A×E
15190
12900
6600
34690

按本年实际产量计算

I=B×C
19215
15300
6480
40995

J=B×D
17640
13800
5670
37110

K=B×E
15435
12900
5400
33735

表 4 产品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