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特诺动态仓储
物流的心脏



英特诺创立于1959，于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是物料搬运、
物流和自动化领域的全球专家之一。

我们可为您提供帮助—分析货物周转，评估特殊要求并开
发定制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个人需求。

英特诺涵盖了提高仓储和分配中心整体性能的大范围应用。
无论是先进先出（FIFO）到后进先出（LIFO），从缓冲、分
拣以及配送通道，英特诺托盘式仓储系列完全能够提出正
确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客户需求。除此之外，英特诺还拥
有 4 个不同的卸载方法变量（从端部挡板到 5°、15° 和可
调下降托盘），英特诺箱盒式仓储系统是提高分拣率的最佳
方式，可以安全有效的方式将分拣率提高至每小时 150 次。

为什么选择英特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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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综述

英特诺可帮助仓储和配送中心节省多达 50% 的
空间和能耗。

仓储 & 配送



对于任何制造工厂来说，以高效和有效的方式输送和储存货物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而这
正是英特诺动态仓储最擅长的方面。

制造工厂



缓冲
动态仓储是理想的短期托盘缓冲系统，因其高密
度和多个仓储等级的使用，该系统将空间使用降
至最小。

节省多达
50% 的空间

缓冲

传统配送中心 紧凑的先进先出（FIFO）设计

优化空间利用率



派送
对于卡车快速装载，英特诺动态仓储可用作多级
派送点。每个通道均包含完整的卡车装载。每次
输送时，通道可通过带有混合托盘的堆垛机自动
装载。卡车装载通常由叉车完成。

订单分拣通道
分拣过道中没有补充卡车，从而使得操作者在安全和环境中工作。通
道允许从过道两边进行快速订单分拣。储备托盘位于分拣托盘的后
面。堆垛机会自动向分拣通道输送托盘。可将缓冲托盘存储在外缘的
单侧货架上，以提高动态仓储通道的利用率。

节省多达
50% 的空间

配送 订单分拣通道

英特诺动态仓储解决方案可节省多
达 50% 的空间，并可通过紧凑高密
度的先进先出（FIFO）解决方案将行
进距离减少多达 80%。

英特诺动态仓储系统是空间节省型
和紧凑型系统—没有中间过道，仅

有一个输入过道和一个输出过道。
在重力通道中，可以最短的路线获
取所有产品。

传统系统需要两倍的空间和更多的
轨道，这样，是操作员在动态仓储系
统中行进的距离的 7 或 8 倍。因此，

需要更多的叉车司机，且将花费更
多的检索和配送时间。因此，客户
可从我们的快速和最划算的分拣货
物配送系统中收益。此系统使客户
降低了运行成本，节省开支。



快速 & 安全操作

先进先出（FIFO）理念
• FIFO = 先进先出
 （第一个装载的托盘将第一个卸货）。
• 易腐货物的理想选择。
• 用于快速移动产品。

后进先出（LIFO）理念
• LIFO = 后进先出
 （最后装载的托盘将处于最前面的卸载
位置）。

• 增加靠墙位置或中间位置的仓储密度。
• 高占用率 80% - 95%。
• 每次可输送一个批次的货物。



第 1 步
提升托盘时，
有 20 秒的延迟

第 2 步
20 秒后，
下一个托盘被释放

提升第一个托盘，从订单分拣面取
出，分离设备有秩序的释放第一个
托盘之前，有一个 20 秒的延迟。这
给叉车司机提供了必要的时间，可
在释放第二个托盘前安全卸载托盘。
因为使用了带有更少踏板的系统，
对于卡车司机来说，再没有托盘提
升高度限制，这对在能见度不良的
高水平进行作业的叉车司机来说是
也非常重要和有用的。

具有时间和空间功能性的
新型安全分离器



降低能耗

仓库新建或现有仓库受到以下因素
的影响：占地面积要求、投资成本
及运行成本。

德国莱布尼兹大学和中国南京已进
行仓储系统研究，将传统单一位置
货架与动态仓储系统进行了对比。 

开展多次模拟试验后，考虑多种不
同的因素和变量，例如仓库温度、
即将存储的加载单元的尺寸和重量，
员工成本，结果清楚明了：动态仓
储系统更加高效节能，可帮助您显
著减少能源开支。



总计 员工成本

首先，动态仓储系统使用重力运输
加载单元：不再需要驱动马达或控
制和调节工作。这明显降低了对能
源的需求。

此外，运行动态仓储系统时，更短的
行进距离可减少对地面运输车辆和人
员的需求，更不必说较短的距离意味
着更少的气 / 电消耗，以及更少的车

辆磨损，这全部转化为大量节省资金。

最重要的是，使用结构体积更小的
动态仓储系统所需要的仓库加热或
降温能量就更少，同时又保留了相
同的能力。

在冷库，尤其是冷藏仓库中，此系
统可带来更大的成本利益。

总改进成本，
前移式叉车，5000 LUS，
150 LUS/H，正常温度

成本回收率 %



产品组合

托盘式仓储系统

英特诺
托盘式仓储系统
PF1120 / 2120

• 动态仓储模块最多可容纳包含 41 个托
盘位置的通道。

• 集成安全分离器和速度控制器。
• 可用于 FIFO（先进先出）和 LIFO（后
进先出）应用程序。

• 同样可作为特殊托盘和板条箱解决方
案。

对于 LIFO 应用，英特诺研发了 LIFO 速度
控制器，此控制器可在仓储过程中无阻
力运行，且仅将其制动力转至需要卸载
的托盘。

这意味着

• 强化安全性能。
• 大大提升存货周转率，与标准控制器
相比，使用寿命显著延长。

• 在现有仓储系统中，可轻易地使用
LIFO 速度控制器更换标准控制器。

主要特点

只要您有托盘，

我们便可提供解决方案



英特诺
动态仓储系统
最重要的
功能性元件

每天大量产品的制造和配送使得不可能
使用相同的包装和载重装置。

例如，并排、前后或纵向放置的双托盘，
交叉道路运输、欧洲托盘、饮料业托盘、
半托盘和骨架式集装箱等。

货物周转确定订单分拣物流，然后决定
存储、运输和卸载技术。我们建立了适
用于所有情况的理想模块和组件。

无 形 地 集 成 到 滚 筒
上，用于调节各种重达
1.250Kg 的托盘的通过
速度。托盘重量越大，断
裂破坏效应就越大。

输送机滚筒密封保存，以
防止灰尘进入，配有优质
滚珠轴承，这些滚筒可确
保英特诺动态仓储系统有
较长的使用寿命。

速度控制器

久经考验的
输送机滚筒



用于 LIFO 应用程序的

通用耐用解决方案

英特诺
小车压入式仓储系统
PF2440/2430

• 滑入式推车，可搬运各种贮藏箱：操
作员可通过重力辅助托盘移动。

• 设计用于后进先出应用程序中两个至
六个托盘的高效深度仓储。

• 更多仓储等级—超平推车设计。
• 货架仓储通道上无叉车活动。
• 也可用于缓冲目的，即：对随后即将
被转移至基于 FIFO 的动态系统的货物
的暂时储存。

主要特点

小车压入式仓储系统



箱盒式存储系统

任何行业中的分拣王

英特诺
箱盒式存储系统
CF1211/1212/1213/1510

• 具有人体工学特性的多级床，包括下
降托盘 / 纸板箱倾斜。

• 高密度聚乙烯制成的大容量滚筒。
• 可轻易地在现有装置中进行集成，例
如托盘通道。

• 可得到各种各样的选项。
• 可用的轮轨距解决方案。
• 可与输送机解决方案舒适结合。

英特诺提供了订单处理、分拣和输送全
球解决方案（例如英特诺 Intelliveyor）。

主要特点



FIFO 轻型。

用于手提包、托盘

和纸板箱。

不同搬运宽度的

专家

英特诺
纸板箱滚筒流
CF1120

• 设计用于中等重量级别的负载。
• 坚固的侧剖面配有连排铝制滚筒。
• 改装：可通过几个简单的步骤，将传
统货架改造成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动态
仓储系统。

主要特点

任何行业中的分拣王



轻负载

英特诺
箱盒线棒式仓储流
CF1300

• 设计用于低重量级别至中等重量级别
的负载。

• 配有聚碳酸酯车轮，通过垫片隔开。
• 高密度仓储，可利用高达 90% 的空间。
• 低重量通道：在现有选择性货架上进
行改造。

• 各种可用的车轮节距。

主要特点

英特诺
轻负载系统

• 仅适用于所有箱式负载。
• 负载能力高达 45Kg。
• 清洗过程简单而快速（无工具）。
• 人体工学设计（« 流畅 » 端部挡板

+10° 和 20° 下降托盘）。
• 轨道上集成有倒滑急停。
• 轨道上集成有再反馈设备（将箱体保
持在加载位置，并使用堆垛机（必要
时使用叉车）将其重新馈送至仓储）

• 较宽的温度范围（高达 -28°C）。
• 适用于所有货架设计（老式配件）。
• 可与所有堆垛机装载方法相兼容（攒
动皮带或滚筒和叉子）。

• 与电子标签辅助分拣系统相兼

英特诺研发了一种

新型轻负载系统



最佳实例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2 页至 23 页
宝洁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4 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5 页

肯普夫

农心



最佳实例

了解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27 页

吉尔默

了解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33 页

红牛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6 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8 页

博世

罗格朗

了解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33 页

红牛



客户
成功案例



宝洁公司

宝洁公司已使用新型英特诺动态仓储
系统改进了其位于德国临近斯图加特
的克莱尔斯海姆配送中心，该中心负
责向德国、澳大利亚、瑞士提供家用
纸巾和卫生用品。

为了加速货物流，将现有库存水平从
当前的 35% 容量显著提高，已使用
来自英特诺的节省空间及节能 FIFO
动态仓储技术替换现有托盘架和直入
式货架。

紧凑、节省空间及节能存
储块基于先进先出原则，
在重力自动卸货通道上储
存单项货物，通道深度为
六个欧洲托盘的深度。

位于德国克莱尔斯海姆的
宝洁配送中心的总容量从
20,000 至 27,000 托盘
位置。

简而言之

改造项目中遗留的仍在运行的配
送中心

FIFO解决方案可使容量增加高达
35% ——从 20,000 至 27,000
托盘位置

充分优化的货物流

为优化货物流，在派送区域同样布置
了动态仓储系统。位于 4% 倾斜度重
力通道上的英特诺动态仓储模块，利
用重力使得托盘从装载侧移动至卸载
侧—保证了高精确度和节能效率。英
特诺研发的滚筒和速度控制器可确保
始终以流动速度平缓地运输货物。

“新系统可使宝洁公司充分利用现有
货物配送中心，对市场需求做出最快
反应”，宝洁配送中心主管，马提亚
斯 · 施密特说道。



简而言之

高投资回报率（ROI）

大大简化的有效期监控和库存控制

不间断货物供应产生时间节省

较高周转率

误差率降至 0.5% 以下

每人每小时可进行多达 300 次分拣

新鲜进新鲜出实例：
饮料配送中心

饮料行业非常清楚的知道，口渴是一
种变化着的需求。这就要求物流解决
方案可在无故障的情况下缓冲生产溢
出，并灵活应对最大需求量—不忽视
对于快速移动货物的订单分拣至关重
要的新鲜近新鲜出原则，节约成本潜
能、减少错误和时间因素。位于德国
巴林根市康普夫饮料配送中心再一次
选择了英特诺动态仓储系统。

他们从经验得知，他们必须依赖于英
特诺，以解决每天需要启动的大量货
物。大部分的快速消费品告诉我们一

个清楚的事实，1,500 项快速消费品
中，仅有 160 项使用了动态仓储系统，
但日吞吐量却为 1500 个托盘的 80%。

根据超静速度控制输入，特殊安全分
离器可确保入口点货物托盘的平缓卸
载和另一端的无危险叉车卸载。手动
电缆控制随后提升限制器，释放下一
个托盘，以进行不间断订单分拣。

其它动态仓储模块驱动空瓶分拣工
厂，每天总共可运送 120,000 个板
条箱分拣批次的特定供应品。

动态仓储仓库深度
为 27 个 托 盘 深，
可通过不同存货水
平入口导板安全容
纳重达 1,000 kg 的
托盘。

肯普夫



简而言之

80 个通道中有 5,040 个托盘通道

通道深度为 28 个托盘的深度或 33 米

每小时自动输入 200 个双托盘

自动卸载

每个托盘位置配有两个速度控制器

满载托盘重达 600 千克

极大的包装容量

极高的吞吐量

FIFO 式美食——例如：
亚洲小食

虾味饼干、方便面、蜜糖薯条和农心
辛拉面。烹饪佳肴，例如韩国食品公
司农心公司向全世界 80 个国家的亚
洲视频爱好者定期提供的美食。该公
司致力于质量，高品质服务是其市场
领导哲学，拥有 5,000 个员工，沿
着一条古老的谚语“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进行生产。这是一种很有远见的
哲学—同样适用于动态仓储技术。确
实，农心公司在极高出入口存货移动
之间选择英特诺动态仓储系统正是因

为该系统拥有良好的质量。因为 FIFO
原则的使用，此系统可向农心公司提
供最大的产品现货供应能力，确保先
进先出产品新鲜度，以及对高周转率
的控制，以及对可用空间的最佳利用。
这对一个业务涉及世界各地人口密度
较高的国家的公司来说是无价的。许
多特殊技术特点使得动态仓储解决方
案在其它解决方案中胜出。每个托盘
位置均安装有两个速度控制器，确保
托盘在超长通道上安全运行。

该动力仓储系统
解决方案是一种
定制系统，绝对
是一种味蕾上的
享受。

农心



英特诺为博世工厂
定制的解决方案。

简而言之

适应客户特殊要求的定制 FIFO 解决
方案

顺利集成至现有程序

驱动力——例如：
汽车零部件

代代相传，名字“博世”已成为创新
与开拓精神的代表—尤其在汽车工
业，博世是一个传奇。这个公司当然
没有失去其任何火花。

德国希尔德斯海姆是博世电动汽车采
埃孚转向系统的生产地。博世生产系
统（BPS）提供了系统设计和执行基
础，用于实现流水线生产，最佳材料
搬运和最短的吞吐时间。解决方案：
3 个英特诺动态仓储系统，两个安装
于定子生产和最终组装上游。第三个
用作缓冲区或储备以控制生产，这样，

只有当存在缓冲空隙时，才会进行定
子成产。这样，可通过最终组装和缓
冲库存完全管理定子生产。这是对动
态仓储的进一步证明—除 FIFO 品质
外—可并入生产过程，通常用于自动
化领域。由于组装过程中要求高精确
度，博世工程师已制造了一种特殊的
托盘，这种托盘可像标准托盘一样，
随着相同的动态流通道运行。通过改
进滚筒位置和速度控制器的设计，英
特诺以正在尽力研发其它令人印象深
刻的定制解决方案。

博世



格鲁吉亚包装工
厂是北美最大的
包装工厂。

简而言之

25,000 个托盘位置

18,000 个速度控制器

150 万个滚筒

177 KM 的侧剖面

成 4 倍增加的搬运性能

格鲁吉亚包装冲压机——例如：
包装工业

当两个行业巨头合并，结合策划者当
然会很忙碌。但是这种规模合并更多
的是取决于有形的经济因素，而非情
感因素。因此需要分析现状，利用协
同增效，并建立新结构。Riverwood
和图形包装的联合便产生了 GPI—纸
板箱包装专家和可口可乐首选供应
商，GPI 拥有一个物流中心，号称是
占地 98,000 m2 的最先进仓储空间。

饮料、食品和非食品类的 24 小时包
装生产都需要动态存储、分类、分
拣，并通过 32 个昼夜运行的运输斜
坡道进行配送。GPI 现已准备使用拥
有 25,000 个托盘流存储空间搬运这
些体积巨大的货物，每个托盘重达
1,500 kg，托盘位置为 23 深，已具
备同时装载和卸载两个相近托盘的能
力。GPI 发现英特诺动态仓储和材料
搬运系统，可挑战满足所有要求，并
大大超出了预期，您还想了解什么信
息？

格鲁吉亚包装工厂



高动力物流—例如：
电气元件

当您与 20,000 种不同的电子产品和法
国的 20 个生产基地合作时，您究竟如
何确定面向高质量客户服务的尖端供应
结构？罗格朗，世界低压电子产品的领
先制造商，便产生了将所有活动集中到
一个大型仓库的物流挑战。所有配送和
订购工作现在发生在位于法力北部 20 
km 的 Verneuil en Halate。

在面积为 2.5 km2 的现场，四个主要建
筑物大约安装有70,000静态和12,500
个动态托盘—所有托盘均组合有序，每
天向附近 A1 汽车道输送 80 个卡车。
英特诺动态仓储系统进入战略上重要的

订单分拣区。总的说来，29,060 个静
态托盘空间可作为储备。每个位于四个
等级上，用于快速移动货物的动态仓储
通道均可容纳五个托盘。为确保空托
盘在零压力聚积的情况下快速安全移
动，安全分离器配有释放脚踏板，保证
员工安全并为其提供便利。对于从固定
仓移动至保留区域的中间周转托盘，英
特诺在订单分拣通道中安装了特殊流通
道。该通道有两个托盘深，以四个等级
安安装。每天约有 57 个托盘和 13,210
纸板箱通过动态仓储系统到达订单分拣
点。这是由几个小步骤组成的较长行程，
效率首屈一指。

大规模项目产生
了欧洲最大的配
送中心。

简而言之

70,000 个静态和 12,500 个动态托
盘空间

每个位于四个等级上，用于快速移动
货物的动态仓储通道均可容纳五个
托盘

罗格朗



英特诺解决方案帮
助白井工业有限公
司优化了其内部物
流操作。

简而言之

最佳物流过程

降低操作成本

托盘横向搬运

高吞吐量

1,560 个托盘空间

高投资回报率（ROI）

白井株式会社有限公司是位于东京的
一个家庭和办公家具制造商，已经为
设法巩固市场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
了。白井公司实践了倡导的思想：简
单、自然和基础。此格言同样代表了
安装于本州岛南海岸静冈市的英特
诺动态托盘系统的目标。在执行系统
和开发白井公司配送和仓储系统改造
中，经验丰富的办公家具制造商冈村
制作所是一个中流砥柱。白井公司和
冈村制作所决定使用总容量为 1,560

个托盘空间的英特诺动态仓储解决方
案的主要原因是提高效率和物流组
织。此游戏的名称应为动态分配，而
非静态仓储。三层动态仓储系统拥有
78 个通道，每个都带有 9 至 11 个
三级托盘空间。英特诺动态仓储解决
方案的显著特征是：这些通道均设计
用于横向托盘运输—对于家具业来说
一个相对常见的配置，但需要大量的
项目经验。

白井工业



简而言之

钢质集装箱

零件与仓库 / 装配线 / 热处理 / 仓
库 / 装配线之间的循环

212 种独立组件的仓储和供应

240 个通道，适用于 3 至 13 个钢质
集装箱

坚固的侧剖面

手动解锁系统

特殊技术特点

PSA 标致雪铁龙
（简 称 为 PSA）
是法国的一家汽
车和摩托车多功
能制造商。

进行中——例如：
电子传输

瓦朗谢讷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大学城，
拥有梅罗文加王朝的根基，是法国汽
车工业的堡垒—是法国标致和雪铁龙
汽车的产地。然而，电子控制机械传
动装置的开拓创新引起了整个新装配
设施的建设，因为此传动装置的配置
从根本上不同于其它系统。物流规范
手册为此项目提出了清晰的目标，包
括所有 212 种组件的按批次海量储
存，以及每个单个组件迅速获取。其
它要求均是对更好的材料搬运管理和

质量控制的要求，并确保首先安装第
一个存储的零件，防止发生氧化。对
各种可能性进行彻底评估后，决定选
择英特诺动态仓储的 FIFO 配置。这
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又是满足所
有要求参数的唯一解决方案：装配线
无故障供应、到热处理站的简单运输、
用于进行进一步处理的继电保护—是
一个脉动循环，总是靠近装配线，最
后带有一个完美的传动装置。

标致雪铁龙



简而言之

更快速的订单分拣次数

较短的叉车行程

减少的搬运时间

减少的误差定额

十五倍缓冲空间利用

FIFO（先进先出）

区域和全球影响力

高标准专家建议

出众的售后服务

高投资回报率（ROI）

泰国移动——例如：
摩托车配送

在距离曼谷不远的地方，两个公司通
过签署商业合同确立了睦邻友好的关
系，其中一个公司是泰国雅马哈摩托
车有限公司，利用零件零件组装电动
摩托车，另一个 KPN-ST 物流公司，
是 KPN 集团和新加坡科技有限公司
的合资企业—为他们的忠实客户储
存、分拣和配送受欢迎的摩托车。

他们同样安装了一套英特诺动态仓储系
统，目前可处理 5,500个自行车，并
可轻松地扩展，以容纳 10,000此类车
辆。他们选择特诺动态仓储系统 FIFO
系统，是因为被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特
点，优秀的专业建议和一流客户服务所
吸引。英特诺动态仓储系统至少没有被
特殊钢托盘锁定自行车的要求所吓倒，
最终使该公司选择此系统。

2,600m2 中 超 过
一半的仓储容量被
指定用于“雅马
哈”供应与配送。

雅马哈—KPN



简而言之

总周转量为 100,000 集装箱

13,000 中不同产品

6,600 个分支机构

3,100 个动态仓储通道

每天配送 2,000 个托盘，每个重达
1,000Kg

“准时化”过程

亚洲连接——例如：
上海配送中心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拥有数千
名员工，从事货物配送，从葡萄酒，
烈酒到奶粉和方便面，以及约 200
个品牌的香烟。

将 22 个原有区域中心的配送工作汇
集到一个中心设施上，旨在加强质量
控制效率、配送结构、运输成本和仓
库组织。这使公司每天的集装箱搬
运能力增加三倍，从 30,000 增加到
100,000。现在，该配送中心向中省
内和中国主要城市的 6,600 分支机
构供货。包括其自有超市和其它领先

公司，例如华联、家乐福和沃尔玛。
蓬勃发展和趋向于快速发展的超市均
受到用于快速运送消费品的复杂英特
诺东涛仓储系统的支持。在这种情况
下，每 3,100 个仓储流中有两个托盘
空间，所有托盘均无缝集成到用于缓
慢移动消费品的多达两层的静态货架
上。基于 FIFO，动态仓储系统每天可
快速。安全且有效地发送 2,000 个托
盘，托盘沿三层货架输送至订单分拣
点，装载坡道之外，卡车发动机仍在
运行，等待下一次运送。

上海海烟配送中心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的新型物
流中心被视作中国
同类中最先进的物
流中心。



简而言之

12,670 先进先出托盘位置

每条通道 16 个托盘

每条通道配备 2 个安全分离器

红牛

新的配送中心位于曼谷
附近巴真府 Bangsang
的工业园区。

为了支持其在泰国的不断增长的业
务，红牛为将在新的当地配送中心
进行安装的英特诺动态仓储技术下
了重复的订单。新的配送中心将不
得不最有效地处理峰值流量，缩短
行程和叉车的数量。此外，该装置
还应通过叉车防止损坏，并确保快
速的投资回报率。

新的装置总共能够为 FIFO（先进先出）
托盘流仓储和 LIFO（后进先出）推车
后推仓储提供 12,670 个托盘位置。
先进先出部分具有每个可容纳 16 个
托盘的重力通道，以及为了最大托盘
处理安全性具有 2 个安全分离器，第
一个分离器位于通道的中间位置。使
用了 4 个深度和 5 个深度通道的推车
后推部分通过提供两个用于装卸工作
的走道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



简而言之

4,000M2 的设备仓储，每个 600 千
克，客户定制的托盘

5 个等级上 10 个托盘的 12 个通道

高达 160 个托盘 / 日

最先进的英特诺解决方案，配备有全
新的托盘分离器

PRB 拥有一个 4,000 m2

的仓库，配备齐全的英
特诺动态仓储解决方
案，包括新型具有增加
时间的安全分离器。

PRB

其部门在法国的三大公司，PRB 在法
国雇佣了350名员工，生产门面打底、
外用涂料、粉末和浆糊瓷砖粘合剂，
以及外部保温系统。

PRB 最近在其拉莫特阿沙尔（买方）
现场投资了一台完全自动化的机器，
可为铺砌瓷砖生产粘合膏。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PRB 已
经决定投资于仓储系统，其仓储系
统可促使对托盘流进行管理和分类。
“FIFO（先进先出）原则是必要的，”
负责南部地区生产的经理杰罗姆 · 哈
克提解释到。

为了提供适合 PRB产品的解决方案，英
特诺首先在其拉罗什永河畔的试验中
心进行了内部测试。测试验证后，在
PRB安装了测试通道，并试用三个月。



PRB

英特诺提供了一项最先进的解决方
案，配备有全新的托盘分离器。该更
强大的分离器在卸下托盘时也可为叉
车操作员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成功试
验后，PRB 在英特诺定购了具有 10
个托盘深度容量的 60 个通道。动态
仓储装置可容纳 600 个托盘（5 个
等级上 10 个托盘的 12 个通道）。粘
合膏罐储存在专门为 PRB 设计的 600
千克的托盘上（欧洲尺寸 800mm x 
1,200mm）。托盘是由叉车进行装载

的。动态仓储系统安装在生产设备附
近。薄膜包裹的托盘可直接通过电梯
到达生产场地。随后，托盘会暂时储
存在英特诺的重力通道中，然后再进
行派送。四个上市产品——旋转速度
最快——可穿过动态装置。他们仍然
会储存2至6周。由于先进先出原则，
粘合膏罐因此可在生产日期之前进行
储存——装载至通道的首个托盘将在
前面，而且第一个用于派送。这样可
促进库存管理并消除超过到期日的风

险。在繁忙时段，每天有多大 160 个
托盘通过重力通道。在卸载侧，新的
安全分离器可确保前方的托盘与通道
中累积的托盘相分离。

“英特诺团队具有一个以客户为中心
的方法。该团队努力地对我们的需求
做出回应。英特诺成功地在其周围
培养了一个高素质的装配团队” 杰罗
姆 · 哈克提总结到。



简而言之

由于英特诺的箱盒式仓储系统解决方
案产生的最优分拣性能

具有 20 个站点的快速分拣区

OEG 的英特诺箱盒
式仓储系统可通过显
著优化其分拣性能来
提高生产力。

OEG

作为其扩展计划的一部分，OEG 在其
德国黑森 Ol-dendorf 的公司总部对其
中央仓库进行扩展，在此将其分拣仓
库扩展至能够处理 6,000 个新产品。

OEG 在其目录订单，尤其是在线订单
中取得了市场成功。在 OEG 在线商
店轻轻点击您的鼠标，就可获得异常
创新和完美协调、无纸化分拣系统和
顺利的欧洲范围内的派送。20.00 之
前所下的订单将在当天进行派送，下
一个工作日进行交付。

此处使用了来自英特诺的新型箱盒式
仓储系统。现在的解决方案由“快速
分拣区”组成：一个共 20 个分拣站
的两层流动货架系统和相关的填充部
分。

“我们努力通过优化我们的分拣性能
来为我们的客户以及员工提供利润，
这一点已经通过新型库存结合英特诺
纸板箱车轮流系统得以实现。我们对
整个理念印象深刻。”OEG 的销售总
监赫尔吉 · 穆勒说。



简而言之

通过我们的纸板箱流解决方案，每天
可轻易处理 38,000 的订单线

适合客户需求、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

Hefame 集团配送中
心储存了由全球主
要药品公司生产的
近 21,500 种药物。

Hefame集团是巴西第二大药品配送公
司，具有超过 60,000 m2 的仓储能力。

一个 75 名员工的团队每天平均能够
分拣 68,000 个订单线。在此，箱盒
式仓储系统解决方案已经根据顾客要
求进行了专门优化和测试。

“我们对英特诺所提供的新配送中心
和内部物流解决方案感到非常满意。
其是为在我们的配送中心进行处理的
项目量身定做的，并增加了一项优势，
能够提供最长的运行时间，”Hefame
的技术经理马内尔 · 马丁内斯说。

Hefame 集团



简而言之

用于 1,440 欧式托盘的流动仓储解
决方案

高效、节能装置

获得了生产力的巨大改善

可检测的美味佳肴
在 ETI GIDA 的英特
诺托盘流动系统上
缓慢流动。

ETI GIDA

充满活力、零能耗

设计内部物流时的黄金法则是：“尽
可能自动化，尽可能少”。土耳其的
糖果店和饼干制造商 Eti Gida 在为
其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安斯基谢希尔
的新生产和配送中心设计动态流程
支持系统时，始终记着该原则。该
6,500 m2 的配送中心是 Eti Gida 所
使用的五个工厂仓库中最新的一个，
能够将 300 多种巧克力和特色饼干
派送至欧洲各地。

叉车直接从生产区获得托盘化的糖果
糕点，以临时仓储在配送中心的静态
高悬货架系统中。最初，该分拣订单
托盘在出货区中分段运输区内放在
一起。“这可引起很多交叉车流，回

避演习和其他干扰，可能使流程放
缓，因此会对仓库的整体吞吐量和效
率造成影响，” Eti Gida 配送中心的物
流主管哈利尔 · 戈坎 · 阿里坎解释道。
2011 年 5 月，来自英特诺的一项动
态仓储先进先出解决方案被选为解决
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案。该英特诺系统
以用于 1,440 个欧式托盘的紧凑式流
动货架系统为特征，是在三个月内进
行设计和安装的。其由 360 个通道
组成，每四个水平上具有四个通道深
度，还有 90 个并排的通道。这 360
个通道受到重力驱动，动态仓储通道
具有百分之四的坡度，配备有一个英
特诺托盘式仓储系统。“该解决方案
允许 Eti Gida 改善其仓库动态而无需

投资于精细的自动化解决方案。”英
特诺销售经理布伦特 · 卡里斯坎说。
“由于高效率和最小的自动化支出，
投资为其自身在 18 至 36 个月后进
行了平均支付。”

“托盘式仓储系统大大简化了托盘装
卸，并将装载次数减半。”工艺可靠
性也得以加强。因为货物可自动从进
料点流入分拣侧，出货区中没有混
乱或遗漏的托盘。“一个高度动态的
系统——无能耗，”卡里斯坎总结到。
“这是一个可能在广泛的工业部门吸
引用户的有效解决方案。”



经得起考验的质量

托盘或容器专用
拉罗什永河畔的试验区可促进适合客户自身容器的特定解决方案
的发展（金属容器、特殊托盘、不可回收托盘等）。测试辊道输送
机配备有测量设备（吞吐速度、中央偏差）。

英特诺具有占地面积为 800 平方米的试验中心。

联系信息
英特诺股份有限公司
法国 310, Rue du Clair Bocage
B.P. 255
Mouilleron le Captif
F - 85006 La Roche sur Yon（法国）
电话：+33 2 98 24 4100

英特诺试验中心：
我们对客户满意度
和安全性的承诺

所有的英特诺托盘式仓储系统在法
国拉罗什永河畔的英特诺测试中心
均合格。

该行业独树一帜的高科技中心允许其
在英特诺解决方案中进行疲劳试验。
由于这些试验，英特诺可保证其产品
的总体性能和安全性。

经过 50,000个试验周期，可证实英特
诺的产品能够经受各种恶劣的条件，并
仍然提供平稳均匀的托盘运动。因此，
您可享用长寿命的高安全级别装置。

该 800 平方米的中心具有六个试验车
间，以及一个全天候运行、在 -28°C
的冷冻条件下进行操作的冷冻间。 

能够满足为开发项目设定的截止日期
是公司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因素。由于
英特诺的室内试验设施，其全世界的
顾客均能够利用其无可比拟的反应能
力。客户始终能够信赖公司久经考验
的质量和市场领先的知识和专长——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英特诺产品均具
有质量标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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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于 1959 年的英特诺公司已经发展

成为全世界领先的内部物流重点产品供

应商。无论处理的是箱子、托盘还是纺

织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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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位本地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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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他们提供提高

效率的机会。

interroll.com

效率促成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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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