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成本等同于战略采购的实施

以低运营成本实现高绩效和高质量对于内部仓储物流领域而
言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这一点当然也同样适用于周转率
处于中高水平的托盘式仓储系统。因此，真正实现智能采购
管理的企业一定会将运营成本预期和初始投资成本一起纳入
考量。

Matthias Schmitt，
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
德国克赖尔斯海姆分销中心负责人

“我们采用动态仓储解决方案能更有效地处理订单，
显著缩短了中转通道的距离，
大大提升了配送速度。”

宝洁公司：采用英特诺动态仓储系统，让我们抢占先机。
2012 年，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宝洁公司对其位于德国克赖尔斯海姆的国际分销中心进
行了现代化改造。作为新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英特诺动态仓储模块以占用同样的空
间（从 20,000 托盘位增加到 27,000 个托盘位），提高了近 35% 的仓库容量。

不算不知道！

增加仓库容量

托盘位
27.000

20.000 %35



创建于 1959 年的英特诺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全世

界领先的内部物流核心产品供应商。无论处理的

是纸箱、托盘还是软货物，没有其他供应商能够

提供如此全面的产品销售范围。这就是系统集成

商、OEM 和运营商选择英特诺作为其内部物流

业务的合作伙伴的原因。在世界范围内，英特诺

的全球网络均可确保快速交付和优质服务。我们

激励我们的客户，并为他们创造提高效率的机会。

Interroll.com

英特诺公司保留随时对其所有产品的技术特
征进行修改的权利。技术信息、尺寸、数据
和特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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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仓储系统

如何长期地降低托盘式

仓储系统的运营成本



更佳的性能，更低的成本

与穿梭车仓储系统或其他传统技术相比，智能
动态仓储系统（亦称为动态仓储系统）在周转
率高的内部仓储物流应用领域具有诸多优点。
利用动态仓储系统，可以在较低的人力成本的
基础上，快速实现品种繁多的仓库配送需求。
而且，巧妙地采用重力滑行，节省了穿梭车电
机驱动所耗费的电能。这些仅仅列出了动态仓
储系统能够大幅降低运营成本的一个侧面。

改进：无需投资新仓库而增加仓库容量

现代化动态仓储系统的紧凑设计与传统解决
方案相比，空间的使用可以减少多达一半的
面积。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即使是在仓库
日常运作正常进行的条件下，还是可以进行
仓库的升级改造，提高仓库容量，而无需投
资建设新仓库。
动态仓储系统的成本优势提高了单位面积托
盘位的数量和周转率。前期投资可以用日常
运行中产生的节余所冲抵，通常不到两年便
可收回投资。另一项优点是，该仓储系统采
用坚固耐用的机械设计，能够确保设备安全
可靠地使用。

动态仓储系统

提升

企业竞争力

由于英特诺动态仓储模块提供了最大可用性，可口可乐公司得以从容应对因
促销活动以及季节性消费需求所导致的配送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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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诺动态仓储解决方案（“托盘式 / 箱盒式
流动仓储系统”）以其通道结构设计为其主要
特点。各通道采用无动力滚筒。荷载物（例：
托盘）从上货区入口进入通道，直至到达出货
口位置的整个运动均利用重力滑行。通道设计
成一定的斜度可以保证荷载物能在通道内轻松
“流动”，而不像穿梭车货架系统那样需要很多
电机来驱动。

操作的高可靠性和优良的使用寿命

英特诺托盘式仓储系统采用的输送滚筒具有很
长的使用寿命和极高的操作可靠性。独特的设
计确保卓越的减震性能。高性能的迷宫气封确
保球轴承免受潮湿和灰尘的影响。托盘式仓储
系统通过位于法国永河畔拉罗什的英特诺测试
中心多达 50,000 个周期的测试。它们通过了
低温和深冻环境（分别为 0-5 摄氏度至零下 28
摄氏度）的考验，托盘始终能够平稳流畅的滑
行。采用英特诺托盘式仓储系统可以选用先进
先出（FIFO）和后进先出（LIFO）两种原理。
无论哪一种，都可以应用于托盘仓储或是箱盒
仓储（箱盒式仓储系统）。

适用于各种仓库

首先，先进先出仓储系统是食品、饮料等快消
品行业以及化妆品行业的首选。托盘始终在仓
储系统通道的两端上货和卸货。英特诺先进先
出巷道配有安全分离器，确保卸载第一个托盘
之前，后面一个的托盘不会滑到卸货位置，导
致安全隐患。该分离器适用于不同重量和尺寸
的托盘（60-1,200 kg，进身 600-1,200 mm）。不
管托盘的重量为何，带有制动功能的特制滚筒
确保托盘的运动速度不超过每秒 0.3 米。

Pascal Collaud，
Pearlwater Mineralquellen 集团物流经理
瑞士泰蒙（Termen）

“我们的流动仓储系统已准备就绪，这是在竞争激烈的
饮料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前提。同时，我们必须能够快速
处理非常高的吞吐量，以满足促销和季节性销售高峰的
需要。”

现代化动态仓储系统的
工作原理

高效及可持续的物流：
瑞士最大的零售集团 COOP 在位于瑞士泰蒙一流的 Pearlwater 矿泉水工厂中每年可运输多
达 1.40 亿升优质新鲜矿泉水。极为有限的空间和雄心勃勃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曾经是该项
目的关键诉求，英特诺动态仓储模块以最佳表现一一满足了这些要求。



系统对比：
穿梭车仓储系统对比动态仓储系统

仓储和搬运

综合分拣

分派

先进先出

后进后出

可变托盘尺寸

动态
仓储系统

穿梭车
仓储系统

应用领域
对比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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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车
仓储系统

应用于中高周转率水平的
不同托盘仓储的优势和劣势

策划成本

强制安全认证

流程可靠性

操作人员人数

风险管理

外部能源要求

灵活度

复杂度信息来源：INTRALENCO, 2013

等待时间

工作原理

电机驱动的穿梭车持续在巷道上提高或者移动荷载物。采用电子系统运
输或者控制（无线电）。

穿梭车仓储系统

工作原理

利用重力滑行，降低能耗：托盘在略微倾斜的由输送滚筒组成的巷道上
轻松“流动”。坚固耐用的机械设计确保优良的使用寿命。

动态仓储系统



成本对比：
穿梭车仓储系统对比动态仓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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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托盘位的
年度总费用（欧元）

每托盘位年度
节省的费用（欧元）

12     24     36     4812     24     36     4812     24     36     48年周转率

托盘位数量

计算方式来源于 INTRALENCO 咨询公司所做的全面评估。该咨询公司总部设在德国维尔（Wiehl），在内部物流市

场领域具有多年的丰富经验。它向中小型企业提供独立于制造商和系统的全面的咨询服务。所作的计算涵盖硬件、

装置、土地使用、能源成本、人员配置、摊销，以及针对各种情况的平均市场价格。

信息来源：INTRALENCO，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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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和高效的仓储解决方案尤其应该考虑采用托盘式动态仓
储系统，以满足高周转率和不断追加品种的需求。不能仅仅关
注初期投资的金额，也应该考虑日常的运行费用。出乎意料地
是，日常费用往往是大头。德国汉诺威 Leibniz 大学和中国东
南大学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动态仓储系统大大降低日常运行
费用。

低吞吐成本解决方案

在低流通的仓库需求下，使用传统的大批量仓储、托盘架或移
动货架的方式可能较为经济。然而，在高速流通的仓库需求
下，穿梭车仓储系统和流动仓储系统真正取得了其应有的地
位，例如，在食品或饮料行业的手动操作仓库中的应用。它们
不仅占用空间更少，对于租赁和（或）建造成本具有正面影响，
而且采用合适的仓储系统还能减少人员的需求。随着托盘位数
量的不断增长和周转率的持续提升，在总体成本对比方面，流
动仓储系统明显占据上风。

隐形成本具有决定性

就必需的系统技术而言，穿梭车仓储系统经常具有初始成本优
势。但是，在评估中有必要多留心以下隐形成本：穿梭车仓储解
决方案的运营成本更高，对于扩大仓库规模、产品系列和提升货
品流动性具有不利影响。例如，当你在总体成本计算中计入更高
的人员成本和更多数量的托盘搬运车后，马上可以得出流动仓储
系统则提供更低的单位托盘成本和年成本（参看左图）。

总成本
至关重要

Red Bull

精打细算是必要的

穿梭车仓储系统相较于占用同等空间，同等托盘位的动态仓储
系统有个明显不足：商品品种往往有很多种类，穿梭车需要在
巷道内不停地穿梭行走，这一过程十分复杂，不但耗时而且费
用高昂。

动态仓储系统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特别经济，适用于不同大
小的仓库和不同的周转率要求。卓越的性能和坚固耐用的特
点，保证它可以长期可靠的工作，而且也能灵活应变，比如及
时处理短期订单高峰的出现。
 

Lothar Schulze 教授，工程学博士，
戈特弗里德 · 威廉 · 莱布尼茨大学
德国汉诺威

“流动仓储系统完全满足对容量和性能灵活调整的要求。

它们能随业务的增长一同增长。”

红牛公司最高吞吐量：
距离泰国曼谷不远，位于邦桑（Bang Sang）的分销中心采用英特诺动态仓储模块，实
现了对高峰物流量的有效处理，并且缩短了中转通道和降低了日常所需的叉车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