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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变动成本法和固定成本法的差异产生的原因,提出变动成本法管理的优势和必
要性；分析变动成本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实际应用,探讨变动成本法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优势及存在的不
足。最后提出企业运用变动成本法进行内部管理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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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Variable Cost Method in Practice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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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ariable cost method and the fixed cost
method,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advantages and necessities of the variable cost method management, analyz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variable cost method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variable cost method in enterprise cost management. Finally, the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enterprises to use the variable cost method for internal management are proposed.
[Key words] variable cost method and fixed cost method; reason for varianc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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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动成本法核算管理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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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成本法下,变动的生产成本即
为产品成本,将固定制造费用计入当期

这是由产品的销售价格、销量以及成本
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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