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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倉儲空間的大小和租金是影響存貨成本

的關鍵議題。本研究針對經濟批量排程問題提

出計算倉儲空間大小的求解方式，並將倉儲空

間的租金列入經濟批量排程問題計算成本的

項目。本研究使用共同週期法對多產品的經濟

批量排程問題探討產品生產順序對倉儲空間

成本的影響，並用鄰域搜尋法來求解最佳生產

順序以最小化總成本，本研究將可協助決策者

在租賃倉庫和生產排程的決策上有所幫助。 

 

關鍵字：經濟批量、存貨、倉儲、共同週期、

鄰域搜尋 

 

一、前言 

經 濟 生 產 批 量 (Economic Production 

Quantity)是最簡單的生產問題，是指單一產品

在相關成本的要求下的最佳生產批量。經濟批

量排程問題(Economic Lot Scheduling Problem, 

ELSP)是經濟生產批量的延伸問題，探討在多

週期下，每一週期需生產多個產品的情況下，

計算各個產品在每個週期的生產批量大小並

最佳化總平均總成本。經濟批量排程問題也廣

泛地應用在不同的產業上，例如：汽車、飲料

塑膠、或電子生產等產業上。 

以往存貨的倉儲空間大小問題並未被加

以重視，往往被視為空間無限或是將倉儲空間

視為存貨成本的一部分。實際上，產品在生產

完後往往需要儲存空間；而在第三方或第四方

物流盛行的現在，租用外部倉儲是一件很普遍

的事情。而存貨管理成本和倉儲儲位租金應視

為兩個不同的成本。當一個產品置放在倉儲空

間時，就必須支付存貨管理成本；但是，一個

倉儲儲位無論是否存放產品，都得支付租金。

有鑑於第三方和第四方的物流提供倉儲的服

務日益盛行，如何正確評估在生產過程中需要

的倉儲空間大小，並將倉儲空間的成本納入計

算，這才符合目前存貨管理的現實狀況。 

在過去經濟批量排程問題的求解過程

中，幾乎只對存貨成本和整置成本進行探討，

未提供正確計算倉儲空間的方法，通常以無限

倉儲或是有限倉儲作為假設條件，然後便計算

出經濟批量排程問題的平均總成本。 

有鑑於以往的研究討論經濟批量排程問

題時，並未討論倉儲的大小和成本之問題；因

此，本研究提供一個計算倉儲空間的計算方

式。而對n個產品而言，可能的生產順序有n!

之多。基於本研究是首篇探討經濟批量排程問

題的倉儲之大小和成本的問題，本研究僅討論

在特定生產順序下，考慮多個產品的經濟批量

排程問題之倉儲問題，並假設兩產品佔用的儲

位空間是相同大小且可以互換；另外，本研究

為了簡化計算，假設所有倉儲空間都需外部租

用。本研究使用共同週期法來求解最佳的倉儲

空間大小，並以鄰域搜尋法來尋找近似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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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希望藉此研究成果能使經濟批量排程問題

能考量更多的限制條件(如倉儲租金)，而讓解

答能夠更符合產業的現實需求。 

 

二、文獻探討 

經濟批量排程問題是一個多週期的長期

循環之生產模式，可以支援電子裝置、汽車、

飲料、食品及地毯等產業的生產管理人員做出

適當決策依據，是一個具有實用價值的生產決

策模式。 

 

2.1ELSP的求解方法 

求解ELSP的求解方法大略分為啟發式解

法及分析式解法。啟發式解法不能保證其解為

最佳解，但求解快速。分析式解法通常可以得

到最佳解或近似最佳解，但計算耗時；較常見

的分析式解法有4種：獨立解法(Independent 

Solution, IS)、共同週期(Common Cycle, CC)

法、基本週期(Basic Period, BP)法及延伸基本

週期(Extend Basic Period, EBP)法等四種。 

IS法是依據EPQ的概念來計算每個產品

的最佳解，再加總各產品的平均成本，但是忽

略其解是否是可行的排程。 

Hanssmann[13]提出一個簡單且保證其解

為可行的CC法；CC法要求每個產品要在每個

週期都要生產，亦即用一個共同的循環時間內

(Tcc)生產完所有產品的數量，因此Tcc必須夠大

以保證有足夠的產能。接著，每個產品都以Tcc

的週期時間重覆生產。另外，CC法的解答因

保證可以求得可行解，通常視為ELSP模式的

成本上界。 

BP和EBP法是以基本週期B為基礎的生產

方法。B是一機台的每生產週期之時間長度。

每個產品的生產循環時間假設為B的整數倍

(ki)，亦即每ki個週期生產一次。若每個產品的

ki皆為1，則表示其解就是CC法的解。同樣地，

EBP法亦是讓每一個產品依其ki個週期來循環

生產。差別是BP法限定每個產品以第1個週期

作為生產啟始週期；而EBP法則沒有此項限

制，因此需耗時作生產週期的調整。 

不管是CC法、BP法或是EBP法，只要B(或

Tcc)的週期時長度大於每個週期內所有產品的

生產時間之總和，即表示此生產排程是一個可

行解。 

分析式解法往往以動態規劃來尋找最佳

解，但在面對大規模的問題，通常會有運算時

間過久的問題[21]；而運用人工智慧搜尋演算

法來找尋BP法和EBP法的最佳週期乘數或是

其他ELSP問題，如多機指派和生產順序，便

是一個可以節省運算時間，並可以找到近似最

佳解的做法。因此，人工智慧搜尋演算法便成

為最佳的求解方法。Chang and Yao[9]使用遺

傳演算法來求解ELSP的多機指派；Chang and 

Yao[10]則對有重置狀況的ELSP，使用遺傳演

算法來求解最佳生產順序。 

 

2.2倉儲相關文獻 

李春成[1]延伸經濟生產批量的問題，探討

兩倉庫的決策問題；兩倉庫問題是指產品完成

製造後，應該運送到外租倉庫或自有倉庫來加

以存放。該研究的需求來源包括固定需求和時

間相依的產品。 

張孝裕[2]探討在倉儲有限的情況下一產

品的生產速率是可以改變的情況下，來求解兩

產品的經濟批量排程問題。鄭舜維[3]探討在倉

儲受限下，探討產品的損毀率和倉儲的儲存量

的相關問題，並且考量了外租倉庫的租金成本

以及存貨損毀機率來進行模式推導以求其最

佳解。  

Transchel and Minner[22]探討了在倉儲有

限的情況下，多產品共用一個倉庫時，倉庫的

補給調度以及動態定價的問題。該研究分析了

影響銷售價格與補貨比的協調決策，目的是藉

由最佳的批量大小、定價策略與補貨頻率來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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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利潤最大化。 

Jaruphongsa et al. [15]則是對一個假設的

簡單供應鏈來考量倉庫大小與其產品的交貨

時間窗的動態批量大小；對於每個產品的交貨

時間窗以及倉庫容量限制，分別設立兩個動態

批量，而過早交貨則會帶有罰金。 

Minner[19]則對倉儲有限的多產品動態需

求進行了多種狀況進行啟發式分析，這些狀況

分別是(1)根據成本為基礎來延長補給批量的

優先權規則、(2)假設每個產品生產第一步為獨

立生產，然後藉由平滑機制處理超過負荷的機

台，(3)最後是單一產品批量無容量限制，對多

產品的機台負荷受限問題，根據節約成本為優

先權原則，藉由增資來改善先後的排程時間。 

Chung et al. [11]認為許多產品的庫存模

型最大缺點便是假設不符合現實狀況；例如所

有的產品都是良好的，以及倉庫是無限的。但

是在現實中，產品會出現損毀、倉庫的容量是

有限的，加上倉庫會有租用問題。因此，該研

究建立了兩個倉庫與產品損毀同時存在的新

模型。  

Liang and Zhou[17]則是建立了兩個有限

倉庫來探討會在有條件允許延遲付款的情況

下，不間斷的需求且會有隨時間損毀的商品，

其目的在於尋找總庫存成本最小化的最佳補

貨政策，將已經得到的最佳解決方案成為有用

的理論。 

Shi et al. [20]整合需求預測和合約彈性來

規劃倉儲空間的大小。Jie and Wang [12]探討

單一產品的倉儲大小之決策問題；該研究將動

態批量和倉儲大小一併考量，而且可以在每個

週期開始時調整倉儲之大小。 

而在計算多產品的倉儲大小需求時，產品

的生產順序是一個關鍵的因素(許柏彥[4])。這

是因為各產品的倉儲是可以相互換用；所以先

生產的產品因為需求而移出倉庫後，便可以將

該儲位轉給後生產的產品來占用。因此，找出

最佳的產品生產順序，便成為計算倉儲空間大

小的關鍵。 

 

2.3遺傳演算法和鄰域搜尋法 

許多的生產順序的問題，可以運用人工智

慧搜尋演算法來求解。而遺傳演算法就是常見

的一個求解方法。 

遺傳演算法由Holland[14]所提出，是依據

自然界的適者生存物和競天擇的方法，運用重

生、交配和突變等基因運算子，找出最佳的個

體(對應問題的參數設計)。熊君穎[7]應用遺傳

演算法找出揀貨作業的最佳順序。以最小化揀

貨路徑的最短距離。黃偉綱[6]應用遺傳演算法

探討多車種的送貨路徑規劃問題，目的是選定

合是的車輛(如冷凍貨車)來運送合適的貨品

(冷凍食品)，以最小化車輛的運輸距離。由於

有多種車輛和多種貨品的組合，使得該研究的

多車輛的送貨路徑更形複雜。Lim et al. [18]基

於工作上鑽洞必須刀具的選擇和限制以及其

他家工限制等，因此發展一混合遺傳演算法－

布穀鳥搜尋(cuckoo search)方式，以找出最佳

的工件鑽洞順序。Kalayci et al. [16]結合遺傳

演 算 法 和 變 動 鄰 域 搜 尋 (variable 

neighborhood search)法，來找拆裝工作的機台

指派，以求解有相依整備限制的多目標拆裝線

平衡(disassembly line balancing)問題。 

鄰域搜尋(neighborhood search)法是一個

相對簡單的人工智慧搜尋法，主要是透過鄰近

兩個元素的交換來達到搜尋更佳解的目的。鄰

域搜尋法雖然簡單，卻避開遺傳演算法在求解

順序性問題時，交配或突變後，某些元素可能

會出現重複的問題。林孝禹[5]應用變動鄰域搜

尋法在多載具車輛途程問題上。多載具車輛是

指一部車輛可以有多個載具，一個載具可以存

放多個產品；因此車輛、載具和產品的組合，

再加上運輸路徑的選定，變成為一複雜的問

題。鍾世軒和駱景堯[8]將類似的產品視為一產

品家族，透過變動鄰域搜尋法配合兩個鄰域搜

尋機制，能有效地降低整低整置時間；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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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應用到加熱迴焊機和自動光學檢驗機等

特殊機種上。Zhao et al. [24]結合變動鄰域搜

尋法和一有效的工作順序方案(scheme)來求

解流線型排程問題。Wen et al. [23]發展一適

應性鄰域搜尋來求解車輛排程的順序問題。 

至今常見的ELSP文獻，通常皆以倉儲無

限設為其假設條件，或是以倉儲受限為假設來

進行研究，目前尚沒有關於求解ELSP的倉儲

空間大小的研究，因此本篇研究將探討某些生

產順序下，倉儲大小的計算，並以共同週期法

來求解包括倉儲租金成本的經濟批量排程問

題的最佳解。 

 

三、模式建構  

3.1符號定義與基本假設  

本節中，將與模式相關的符號與假設，列

舉並定義如下。 

符號定義： 

1. pi與di分別是每單位時間產品i的生

產率與需求率。 

2. W為總倉儲空間大小。 

3. Tcc為所有產品在共同週期策略下

的生產週期長度。 

4. i為產品數。 

5. ρi = di/pi，即產能利用率。 

6. α =每單位存貨之倉庫租金成本。 

7. si =產品i的整備時間。 

8. Ai =產品i的整備成本。 

9. hi =產品i的存貨持有成本。 

10. z, j = 在一生產順序中，產品的生

產位置(亦即第幾個生產)。 

 

基本假設： 

1. 所有產品皆由一個生產設備完成

生產。 

2. 在任一時間點上，生產機台只能生

產一種產品。 

3. 不允許出現缺貨狀況。 

4. 在任何時間點內，所有產品的相關

參數(如需求率等)皆是已知且不隨

時間而改變。 

5. 假設每個產品占用的儲位空間相

同大小且可相互取用。 

6. 假設所有倉儲都是外部儲位，都需

要支付租金。 

3.2模式推導 

ELSP的基本求解模式為求最小化的平均

單位時間總成本，亦即單位時間整備成本加上

單位時間持有成本。本研究的目標為求得最小

的倉儲空間大小，因此，本研究的目標成本函

數是將ELSP的成本函數再加上倉儲的租金大

小(單位租金*倉儲大小)，可以表達成如公式(1)

所示。而所有產品的整備時間加上生產時間需

小於或等於整個週期長度，可以表達如公式(2)

所示，此為產能限制的條件，用來判斷此解答

是否是可行解。最佳的週期時間長度則可以從

公式(1)的反導函數來求得，如公式(3)所示。

本研究要探討所需倉儲空間W對總成本的影

響。 

Min TC =  

    (1) 

Subject to  

              (2) 

               (3) 

本研究起始之初，先設立多個產品的倉儲

空間是不可互換的且相互獨立運作，來求其倉

儲空間的所需大小；然後再以此模式加以修改

為多產品的倉儲空間是可以互換。 

 

3.2.1. 兩產品的倉儲空間不可互換 

當一產品生產完時，其倉儲空間剛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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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將多個產品生產完所佔用的倉儲空間相

加，即成為此限制下倉儲空間的計算方法，如

公式(4)所示。 

           (4)                

 

3.2.2 兩產品的倉儲空間可互換  

由於產品生產完之後會存放在倉庫並持

續販售，因此可以得知產品i生產完畢的時間

點是該產品的倉儲使用空間最高值，然後產品

佔用的倉儲空間便會隨著產品販售(亦即需求

率di)完畢而降到0。故我們假設產品1生產完之

後，因產品販售而空閒出來的倉儲空間能可以

被產品2使用。 

本研究以兩個產品說明計算倉儲空間的基

本作法。首先，先求出產品1與產品2生產完所

需要佔用的空間大小。接著，產品2在生產過

程中，產品1會因為其商品銷售，而使其倉儲

空間釋出，產生空閒的倉儲空間。由於本研究

假設兩產品的倉儲空間是可以彼此取用的；因

此產品2可以在生產時將一部份的產品以d1(產

品1的需求率，亦即銷售速度)的速率轉移到產

品1的倉儲空間中。所以產品2減去其生產過程

中以d1的速率轉移到產品1的倉儲空間之大

小，再減去因以d2的速率銷售而不需要的空

間，便能得到產品2實際上所需的倉儲空間，

藉此將兩產品所需的倉儲空間大小壓至最低。 

基於多個產品的倉儲空間可以相互取

用，以10個產品為例，生產順序可能有10!種

之多；這意味著在各種生產狀況下，倉儲空間

的計算是很複雜多變的。因此，本研究考慮下

列兩種生產順序的倉儲空間之計算： 

1. 𝑑𝑖>p(𝑖+1)−𝑑(𝑖+1) 

2. 𝑑𝑖<p(𝑖+1)−𝑑(𝑖+1) 

依據𝑑𝑖>𝑝(𝑖+1)−𝑑(𝑖+1)排出生產順序的情況

下，由於前一個產品的需求率di皆大於下一個

的產品庫存速率𝑝(𝑖+1)−𝑑(𝑖+1)，因此前一個產品所

佔用的倉儲空間會在下一個產品生產時釋出

足以容納新產品庫存的倉儲空間。而此種情況

在現實世界的出現機率較低，若出現，其最佳

倉儲空間大小應如公式(5)所示。 

                 (5)  

                                     (6) 

在𝑑𝑖<𝑝(𝑖+1)−𝑑(𝑖+1)的情況下，由於前一個產

品的需求率 di較下一個產品的庫存速率

𝑝(𝑖+1)−𝑑(𝑖+1)小，因此前一個產品所佔用的倉儲

空間無法在下一個產品生產時釋出足以容納

新產品庫存的倉儲空間。而此種情況在現實世

界的出現機率較高；此情況的倉儲空間之計算

如公式(6)所示。 

 

四、研究方法 

雖然本研究僅考慮兩種生產順序的限

制，但每一個順序限制都存在著多組解；而許

柏彥[4]以數值範例沿驗證了在符合上述兩個

順序限制下的不同生產順序會產生不同的倉

儲空間大小，進而影響到目標函數的解答品

質。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找出符合順序限制

下之最佳產品生產順序，以求解倉儲空間之大

小，進而最小化目標函數的平均總成本。因為

是求解生產順序問題，本研究嘗試用鄰域搜尋

法來尋求解答。而為了改善解答的品質，本研

究使用了幾個機制來改善鄰域搜尋法的搜尋

品質。 

 

4.1以鄰域搜尋法求解生產順序 

在求解本研究的順序性問題時，鄰域搜尋

法是一個簡單有效的方法。簡單地說，鄰域搜

尋法就是藉由隨機交換任兩個元素的位置，來

找到更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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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歷經多年的發展，許多有效提高鄰域搜尋法

的搜尋效率的機制，亦被陸續提出。本研究選擇使

用以下三種機制，來提高鄰域搜尋法的求解品質。 

第一個強化鄰域搜尋法的輔助機制是禁制清

單(tabu list)，這是一個記憶機制，避免重復地搜尋

同一個解答。 

舉例來說，若將第3個元素和第7個元素作鄰域

交換，那便將(3, 7)放進禁忌清單中。接下來，若

下一步或後續幾代要將第7個元素和第3個元素交

換時，會因(3, 7)存在禁制清單中，而中止交換。

因為若下一步馬上交換第7個元素和第3個元素，意

味著可能回復到原先的解答。若是後續幾步進行第

7個元素和第3個元素的交換，那會變成在鄰近的空

間進行搜尋，而減弱鄰域搜尋法的搜尋效果。 

禁制清單的記憶性具備時間性，可以分為短期

記憶和長期記憶；主要的區別是交換元素配對何時

會從禁制清單中移除，這意味著該交換元素配對可

以再次執行。 

第二個強化鄰域搜尋法的輔助機制是適度接

收較差的解。對一個初始解使用搜尋演算法尋找更

佳解的過程可以視為一個樹狀的搜尋過程，對遇到

更佳解時就繼續進行鄰域交換產生新的解答。但是

遇到更差解，這時便需要做出是否接受此較差解之

決策，並依據此較差解繼續衍生出更多的解答。依

據模擬退火(simulated annealing)法的精神，在持續

降溫的過程，偶而回溫可以增加找到更佳解的機

會。而回溫即意味著接受較差的解答；回溫的另一

個含意是較差的解可以意味著在搜索過程中鄰域

搜尋法跳到較遠的解答空間進行搜索。 

因此，本研究設計一個接受較差解的機制來輔

助鄰域搜尋法的運作。依據模擬退火法的運作機

制，隨著降溫的時間拉長，意味著已找到最佳解的

機會越高；此時回溫的機率便應逐步下降。因此，

本研究設定一個機率變數r；當搜尋的代數逐步增

加時，r值便會逐步降低，直到一設定值。當一個

解答經過鄰域交換後，若產生較差的解答，此時產

一隨機亂數；若此隨機亂數低於r，便接收此較差

解。 

第三個強化鄰域搜尋法的輔助機制是變動鄰

域。以往鄰域搜尋法嘗試單一元素倆倆交換位置，

後來變動鄰域的概念被提出。變動鄰域是指當單一

元素倆倆交換的搜尋未能改善最佳解時，可以將鄰

域交換的個數從單一元素個數的交換變成是多個

元素間的彼此交換，期望能藉由多個元素的交換，

讓解答空間的搜索位置能作較大距離的跳動，藉以

達到擴大解答空間的搜索範圍，以期望能找到更好

的解答。 

因此，本研究設計當在幾代內單一元素的位置

交換已經無法改善最佳解的品質時，便應用變動鄰

域的概念，提高彼此元素交換的個數。而當多個元

素的彼此交換在幾代內無法改善解答的品質時，便

回復單一元素的交換。本研究希望能透過交換元素

個數的改變，讓搜索的位置能在鄰近或較遠的區域

切換，擴大解答空間的搜索，來提高找到最佳解的

機會。而本研究設定變動鄰域交換的元素個數的上

限是元素總數的1/3。 

 

4.2以鄰域搜尋法求解ELSP之流程 

本研究應用鄰域搜尋法來尋找最佳生產順

序，以最小化目標函數之成本的步驟可以描述如

下： 

設定參數：個體數N、代數G和接受較差解的

機率r的數值。 

1. 產生N個符合順序限制的個體(亦即可能的

解答)，計算每個個體的目標函數的成本

值，找出最佳值TCopt和最佳生產順序Sopt。 

2. 令k = 1。 

3. 取出第k個個體，運用變動鄰域搜尋的概念

進行元素的位置交換。 

4. 判斷此交換是否符合禁忌清單的要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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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滿足，交換後將此配對放入禁忌清單，

否則回到步驟3。 

5. 若符合順序限制，選擇合適的公式計算倉

儲大小，使用公式(3)計算週期時間Tcc，使

用公式(1)計算目標函數的成本值。 

6. 若交換後的解答品質較差，產生一隨機數

值，若小於r，則接受此較差解。 

7. 若此解答的成本小於最佳解TCopt，更新最

佳解TCopt，紀錄最佳生產順序Sopt。 

8. 若已完成所有個體的鄰域搜尋，則跳到步

驟9，否則令k = k+1，回到步驟3。 

9. 若已連續50代未改善最佳解TCopt，則結束

此程序，否則跳到步驟2。 

10. 若已到達預設的代數G，則結束此程序，

否則回到步驟2。 

整個程序結束時，會輸出最佳解TCopt的生產順

序Sopt。藉由上述的搜尋程序，本研究期望能找到

成本最小的平均總成本以及倉儲的大小。 

 

五、數值範例與隨機實驗 

5.1數值範例 

本研究針對倉儲空間可彼此佔用的數學模

式，使用鄰域搜尋法來求解在CC法下的生產順

序，計算倉儲空間大小，並求解包含整置成本、存

貨成本和倉儲成本之平均總成本的大小。本研究以

一數值範例來進行驗證。此範例包括五個產品，相

關參數如表1所示。 

本研究設定鄰域搜尋法的個體數是50個，最大

代數是1000代，接受較差解的機率r的初始值是

0.3，每隔100代遞減0.02。禁忌清單儲存的配對數

是20個，每一個配對保存30代；亦即第3個和第7

個的元素交換後，在(3, 7)配對還存在禁忌清單中

時，在30代內不得進行第7個和第3個元素的交換。 

 

表1 多產品標準範例的參數資料 

品項 pi di Ai hi α si 

 單位/天 千元 天 

1  3500 350 15 0.05 

0.1 

0.1 

2  4000 400 30 0.01 0.1 

3  6350 635 50 0.45 0.1 

4  7000 700 20 0.03 0.1 

5  15000 1500 150 0.01 0.1 

 

在應用鄰域搜尋法求解後，找到符合順序限制

的最佳生產順序是Sopt = (5, 4, 3, 2, 1)，最佳的倉儲

空間大小是1970，平均總成本是TCopt = 601.58(千

元)，執行約3秒。 

 

5.2隨機實驗 

本研究以一隨機實驗來說明本研究求解法的

效率。本研究考量兩個重要的變數，一是產品數

量，一是產能利用率。產品數量分別是5, 10和15

個，產能利用率則是從0.5到0.9，以0.1畫分為4個

區間。這樣共有3個產品數乘上4個產能利用率，共

12個實驗組合。 

每個實驗組合均執行20個測試案例，以求出每

個實驗組合的平均數據。由於沒有類似的研究可以

做為求解表現的比較依據；因此，本研究以產品的

倉儲空間是獨立運作不可交換，作為本研究的比較

基準，列出每個實驗組合的平均總成本和改善幅

度，以及執行時間。 

表2列出隨機實驗的產品參數之值域範圍。以

生產率為例，一產品隨機產生的生產率之值域介於

[14000-5000, 14000+5000]之間。因為產品參數之數

值不為0，因此以需求率為例，值域介於(0.35-0.7/2, 

0.35-0.7/2)。 

在產生每個實驗組合20個案例後，應用本研究

的求解方法搜尋最佳解，得到的求解表現和計算時

間如表3所示。 



ISSN 1812-8572              (2018)計量管理期刊 vol, 15. no.2 page 3-1~3-11 

 

 3-8 

表2 隨機實驗的參數範圍 

 平均值 範圍 

生產率pi 14000 5000 

需求率di 0.35 0.7 

持有成本hi 2500 4800 

整置成本Ai 200 400 

整置時間si 0.02 0.02 

倉儲租金α 1E-5 1E-5 

 

觀察表3的資料，可以發現幾個特性，分別描

述如下。 

因為倉儲空間不可互換時，倉儲空間大小僅需

使用公式(4)計算即可；因此不列出計算時間。而

隨著產品數的增加或是產能使用率時，使用鄰域搜

尋法求解時，時間約要3-7秒。時間如此短的理由

可以有兩個：一是鄰域搜尋法的搜尋方式較簡單不

耗時，二目前電腦計算速度夠快，減少了運算時間。 

在倉儲空間可此彼此取用的條件下，運用鄰域

搜尋法找出最佳的生產順序後，精準地計算所需的

倉儲空間大小，進而計算包含倉儲租金的平均總成

本。相較倉儲空間不可互換的方式，由於產品間的

倉儲空間可以彼此取用，降低了需要的倉儲空間，

因而取得成本上的改善。由表3的數據可以發現當

產品數變多，或是產能利用率提高時，可以取得的

改善幅度變大。經過資料的分析發現產品數變多或

是產能利用率提高的時候，導致倉儲空間互換的程

度增加，而節省3%-7%的成本。 

而當倉儲的租金增加時，上述成本改善幅度會

隨之提高。因此，對於有租用外部倉儲的企業，精

準地計算所需的倉儲空間，並使用正確的倉儲使用

策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六、結論 

本研究應是將倉儲空間租金成本的計算，納入

ELSP之目標函數的首篇論文。本研究建構了一個

使用共同週期法的ELSP數學模式，來進行倉儲空

間大小的計算，並計算包括整置成本、存貨成本和

倉儲租金之平均總成本。 

本研究的數據實驗顯示了倉儲成本對平均總

成本的改善幅度之重要；這意味著精準地計算所需

倉儲空間之大小的必要性。本研究僅對特定生產順

序下提出倉儲空間之大小的方式。未來，可以針對

各種更複雜的生產順序建立計算倉儲空間大小的

方式，並對更複雜的ELSP數學模式討論倉儲空間

之大小和成本。 

本研究希望此數學模式的建立，希望對需要在

排程時需要租用外部倉儲進行決策時，能提供一個

參考模式和決策建議。 

 

表3 以鄰域搜尋法求解ELSP的倉儲大小和平均總

成本之求解表現 

  

CC法 

倉儲空間

不可互換 

CC法 

倉儲空間可以互換 

產

品

數 

產能使用

率 
成本 成本 時間 

改善幅

度% 

15 

[0.5, 0.6) 71.609 69.501 2.40 2.953 

[0.6, 0.7) 78.514 75.937 2.70 3.291 

[0.7, 0.8) 81.518 78.265 3.00 4.036 

[0.8, 0.9] 82.984 79.597 3.50 4.128 

20 

[0.5, 0.6) 98.557 94.572 4.08 4.021 

[0.6, 0.7) 106.730 101.820 4.75 4.599 

[0.7, 0.8) 113.006 107.005 5.02 5.316 

[0.8, 0.9] 115.434 108.552 5.50 5.973 

25 

[0.5, 0.6) 126.723 120.330 6.08 5.056 

[0.6, 0.7) 133.780 125.600 6.50 6.105 

[0.7, 0.8) 142.484 132.915 7.05 6.511 

[0.8, 0.9] 143.208 132.788 8.03 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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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orage space and rental cost of a warehouse is a key issue for total inventory costs. This study 

proposes an approach to calculate the size of the warehouse that is needed for the economic lot scheduling 

problem and the renal cost of the warehouse is included in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economic lot scheduling 

problem. This study uses the common cycle approach to discuss how different production sequences affect the 

size of a warehouse for the multiple-products economic lot scheduling problem. And this study uses the neighbor 

search approach to find the optimal production sequence to minimize total cost. This study will assist decision 

makers in the decisions for warehouse size and production scheduling. 

 

Keywords: economic lot, inventory, warehouse, common cycle, neighbor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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