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
经久耐用、用途广泛、节约成本



超越效率：

迈向“商务 3.0”

以消费者导向的商务活动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在消费者的影响下，物流如今已成为主宰胜负的决定性
的竞争要素。目前，在线零售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
否拥有优良的物流解决方案。

亚马逊 (amazon.com) 创始人兼 ceo 杰夫 • 贝索斯 (Jeff 
bezos) 曾说过“假如你在现实世界中让顾客不高兴，他
们可能会告诉 6 个朋友。假如你在网上让顾客不高兴，
他们有能力告诉 6,000 个朋友。”

摘自 www.emarketer.com 的电
子商务买家统计数据和区域
预测数据（2011-2016）

1.3 亿
市场调研公司 emarketer 预测的 2016 年全球电
子商务买家数量

17.1%
市场调研公司 emarketer 预测的 2013 年全球电
子商务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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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购物已经是一种全新体验。传统的实体
店正充分利用网络的影响力创建网店，方便顾
客购物。众所周知，近几年在全球经济中，电
子商务正以两位数的速度迅猛增长。不断加快
的数据连接，移动互联网在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和其他支持上网的设备上的广泛普及都会进
一步推动这一趋势的发展，如图表所示。



物流是起关键作用的竞争要素

人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但竞争异常残酷。谁能更快
地交货，谁就能赢得商机。但问题是，顾客有权退回
网购的商品。后果是：在日常交易中，卖家必须重点
处理高达 50% 的退货率，这当然会严重影响卖家的利
润率。
 

顾客满意度

发错货或发货延迟都会让竞争对手
抢得商机

利润增长

争夺市场份额，同时保持盈利，包
括高效的退货管理

成本

投资成本应带来最高的投资回报
率（roI）

安全和舒适度

工人的操作安全和舒适度对提高
生产率和员工满意度至关重要

环境持续性

能源效率对减少环境足迹至关重要

英特诺分拣机经实践检验的结实
耐用的机械设计和专利型卸货装
置能保证最高的可用性，并能实
现准确分拣、确保及时交货，哪
怕是那些易碎物品也一样。

英特诺分拣机是目前最耐用、用途
最广泛的设备，它能同时处理不同
类的货品 （最重 35 kg / 77 lbs），并
能确保可靠的长久运行，而且还能
扩展便于以后提高处理能力。

英特诺分拣机采用简单的“即插即
用”技术，因此能确保以极经济的
方式进行分拣操作，即使以 2,000
件 /小时的低处理速度运行也一样。

英特诺分拣机能以最低的噪声级 
（< 68dba）运行，而且还能定制
关键道口（如入口和分拣出口），
以优化员工的工作环境。

英特诺分拣机以机械正驱动的原理
运行， 驱动效率最高达 90%，因此
能降低多达 50% 的能耗（与线性
马达相比）。

详情参见 6-7页

详情参见 8-9 页

详情参见 10-11 页

详情参见 12-13 页

详情参见 14-15 页

您面临的挑战 我们的解决方案

在日趋复杂和苛刻的市场环境下，物流已成为能否取
得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而怎样用更少的时间，完成
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商品分拣更是重中之重。

我们确信英特诺一定能助您以不断盈利的方式拓展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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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分拣的

成功要诀：

可用性、灵活性、准确性

分拣进行中：
飞格集团（Fiege）位于德国比尔
施塔特（Bürstadt）的高效退货处
理中心的两台水平分拣机，每台
处理能力为 10,300 件 / 小时。

以下几页将为您阐释，英特诺交叉带
式分拣机优于其他分拣技术、并能成
功满足这些前提条件的原因。

您还将了解到，英特诺作为分拣机独
立供应商的特殊地位和我们无可匹敌
的产品系列，包括高度灵活的水平交
叉带式分拣机和节省空间的垂直交叉
带式分拣机。

您也可以通过
观看视频，了
解英特诺交叉
带式分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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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已成为
赢得竞争的关键要素

快速

高效
可靠

快速

高效
可靠





法国著名的童装品牌 Cyrillus 
与 vertbaudet 公司采用英特
诺垂直交叉带式分拣机每小
时最多处理 8,000 件（及以
上）商品。

“我们对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卓越
的运行效率和出色的运行性能充满信
心。它不仅能显著降低配送流程的出
错率，还能提高分拣流程的准确率，
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而且，我
们的处理能力也大幅得到提高。”

Shin Maruyana,  
人事与行政部总经理  

Nippon Record Center Company, Ltd.,
日本神奈川县

如何助您一臂之力
凭借久经考验的机械设计确保
 最高水平的可用性和生产率

采用简单的即插即用技术提供
 最长的运行时间

极其可靠、易于操作的分拣技术



80%

33%

所有顾客中有 80% 只会购买能
马上收到的商品

所有顾客中有 33% 会在营业时
间以外光顾零售商的网店

您面临的挑战 

始终让顾客满意
 …发错货或延迟发货都会让您在竞争中失去商机

今天下单，明天发货

发货的速度、可靠性和效率是在如今的市场竞争中保持
不败的关键。经济全球化、创新周期的不断缩短和市场
透明度的不断提高都使企业面临巨大压力，因此迫切需
要更高效的供应链和领先一步的业务流程。

网络是顾客不断提高预期的主要驱动力。“今天下单，
明天发货”已成为大型连锁零售商们信誓旦旦的承诺，
而且顾客们也认为理应如此，谁发货时间过长，谁就出
局，他们不仅会在社交网络的评价系统中一败涂地，而
且还会失去顾客忠诚度。

关键：快速和准确地发货

2012 年，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通过在 8 个国家进行的
调查发现，有4/5的消费者只会购买能马上收到的商品。
有 1/3 的消费者会在营业时间以外光顾零售商的网店，
而且这一习惯，55 岁和 25 岁的群体没有任何区别。

显而易见，这种转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从物流
分拣和配送到整个 It 业。分拣作业是货品拣选的下一
步，同时也是物流领域里成本最高的流程，因此购买
业内最领先、最优良的解决方案（像英特诺交叉带式
分拣机）肯定是物有所值的一种投资。



采用简易机械驱动装置的英特诺
交叉带式分拣机能在日常生产活
动中确保最长的运行时间。

简易的机械装置：当交叉传
送带到达预期分拣出口位置
时，气动板会接触传送带底
盘下方安装的驱动轮。传送
带移动时可驱动交叉带，同
时可将货品输送至指定目的
地。

结构牢固的智能式机械装置

提高系统可用性

要迅速处理单独拣取的产品订单并准确响应要求，需要
采用效率和可用性高的分拣设备。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
机是一种效率极高、牢固可靠的解决方案；我们的交叉
传送带能在机械底盘上运行，这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完全
不同。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的独特设计最大限度减少
了电子部件的使用：没有灵敏的电子系统，没有复杂的
控制系统，无需专门培训的电工负责安装或维护。

自始自终的高准确度

设备的核心是一个具有专利设计的高效襟翼机构，它能
确保利用传送带的移动来驱动交叉带。由于完全采用机
械式设计并安装了质量过关的部件，因此英特诺交叉带
式分拣机能确保左右输送带的可靠运行，同时又能将货
品准确地卸载到指定分拣出口。

仅需极少的维护，

就能连续运行 10 年以上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不仅操作简单，而且结构坚固，
因此能在生产时确保最高可用性和最长运行时间。我们
在全球范围内已安装了近 150 台交叉带式分拣机，它已
成为知名跨国公司（如亚马逊、敦豪、联邦快递和飞格
集团）和全球最盈利的邮政服务公司（包括美国邮政署、
德国邮政集   团和瑞士邮政局）的首选。令我们引以为
豪的是，这种分拣机仅需极少的维护就能连续运行 10
年，这早就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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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高

效益高
灵活

灵活

高速
高速

成本
成本

退货处理
至关重要 





位于德国格雷文（Greven）的敦
豪（Dhl）快递物流中心采用英
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高速处理退
货。它能确保每天 20,000 笔订
单顾客的满意。

如何助您一臂之力

“如果你是在像联盟娱乐公司一样
的动态环境下运营，就需要一种
真正灵活且无需维护的解决方案，
以便能灵活配置尺寸和用途，不
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英特诺的水
平分拣机将是你的首选。”

James Rink, 
美国联盟娱乐公司 (AEC)

用途广泛的分拣设备
 能确保安全处理目前和未来的产品组合

可扩展的模块化设计
 便于轻松扩展设备

节约成本的分拣操作
 能满足高 / 低吞吐量要求



44%

50%

44% 的德国网购买
家退回了 1/4 的网
购产品

所有网购的服饰类
产品中有约 50% 被
退货

约

您面临的挑战 

提高盈利能力
 …退货处理越来越重要

二次交易现象

退货管理——即所谓的逆向交易或二次交易与蓬勃发展
的电子商务市场密切相关：市场调研公司 bazaarvoice 通
过一项研究发现，有几乎一半（44%）的德国网购买家
退回了 1/4 的网购产品。

根据产品类型的不同，退货的比例可达到 50% 甚至更
多，特别是服饰类产品。网店经营者必须适应这一趋势，
并将其作为日常订单处理以外的首要事务；因此必须找
到有效的途径来处理这批逆向流动的货品。

关键：高度灵活和极具成本效益的分拣解决方案

退货管理与相关费用常常被低估，特别是小型和中等规
模的网上零售商，它们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大部
分这样的零售商很快会面临沉重的财务压力，最终导致
它们不得不退出市场。利用像价格折扣、细化产品介绍
和加强与顾客的沟通等销售策略，只会减少而不会完全
避免退货的发生。



在市场中独一无二：
垂直配置可通过在分拣机
内输送整个托盘来节省宝
贵的空间。

英特诺的应用型设计被联盟娱乐公司
（位于肯塔基州谢泼兹维尔）采用：由
于能自由设计分拣出口，因此能包含
大量的目标位置，从而可以节省宝贵
的空间和成本。

永不过时的灵活解决方案

分拣系统的灵活性非常重要，否则您难以迅速应对突发的
高峰需求量，也无法按要求完成扩建，以实现增长策略。
其他分拣系统能在吞吐率一定时发挥最佳性能，但当吞吐
量低时会效率低下。即使以 2,000 件 / 小时的低吞吐量运
行，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技术也能确保以极经济的方式进
行分拣。我们的机械正驱动装置的驱动效率最高达 90%，
与其他分拣设备中采用的线性马达相比，它能最多节省
50%的能耗。因此，即使对于处理能力小的小型分拣中心，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也是一种高效的解决方案。

简单的系统配置可满足未来发展需要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采用了简单的模块化设计和便捷的
入口与分拣出口，因此只需极少的停机时间或操作，就
能轻松地重新安放或重新配置现有的设备。要以同样的方
式处理其他的分拣设备，不仅需要大力改造电气和控制系
统，而且还要完成复杂的编程和接线，才能费尽周折地重
新安置分拣出口。

适用于产品组合的多功能系统

第三方物流（3Pl）公司很难预料何时会处理产品组合，
因此需要一种可靠的分拣技术，以确保随时进行安全分
拣——特别是突然要处理非常易碎的货品（如鸡蛋、酸奶、
杯子或玻璃）或较重的货品（如 25 kg / 55 lbs 的袋装狗粮）
时。对任何分拣系统而言，这种多样性都是一种挑战——
有些分拣设备根本无能为力——但英特诺在设计定制分拣
出口方面的经验无人能及，所有的产品都在技术中心研发
并经过严格测试，因此能确保用户取得成功。

德国飞格集团（Fiege）：
可能是目前世界上功能最多的分拣机

作为世界领先的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位于德国比尔施
塔特（bürstadt）的飞格集团是欧洲一家著名的零售商，经
常需要处理退回的非食品类产品，海量的零售商品、多重
分拣操作、不断变化的产品组合和随时可能出现的高峰需
求量是他每天面临的难题。为对区域分拣中心进行优化升
级，飞格集团选用了英特诺水平交叉带式分拣机，对现有
分拣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以保证：

a	随时保持高效运行，在出现高峰需求量时，每台  
分拣机每小时的最高处理能力可达 10,300 件

a	通过紧凑型设计优化空间利用率

a	利用双层结构提高目前分拣设施的处理能力

a	重新安置入口和分拣出口以适应未来的发展需要

件/小时

12.000 15.00010.0008.0006.0004.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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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的投资

获得长期 
收益

获得长期

收益

投资
短期

短期投资





英特诺水平交叉带式分拣机非常适用
于空间有限的运行环境。例如，可安
装两台输送路线相同的分拣机，一台
位于另一台上方，把处理能力提高一
倍。

Jeannine Harnisch, 
Robert Klingel GmbH & Co KG 公司项目经理  

德国普福尔茨海姆

“我们每天收到几万份订单，所以能否
找到一种高效的分拣解决方案对我们
而言意义重大。实践证明，英特诺交
叉带式分拣机的紧凑式设计为我们提
供了极其便捷的处理途径。”

如何助您一臂之力
以极经济的方式高效运行
 即使处理量很低

简单的即插即用技术
 降低维护、安装和培训成本

在设计成本效率高的
 多功能分拣出口和入口方面经验丰富



50%

40

30%

20

10

新分拣机全部采购价的
30% - 50% 都集中在分
拣出口组件

对于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而言，仅
需极少的维护就能连续运行 10 年，早
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您面临的挑战

资本投资应在短期内
获得回报
 …但需要尽可能降低运营成本

计算资本支出与运营成本

不同公司对资本支出（caPex）与运营成本（opex）的
相对重要性有不同看法，但只要与技术投资项目有关，
就必须同时考虑二者。无论采用什么数据（roI、nPv、
Irr 等）分析对比不同的项目，在如今的商业世界，明
智的投资决策显得尤为重要。

维护费用

对于分拣运营和项目而言，除了采购价格、付款条件
和运营成本外，在计算投资回报率（roI）时，还必须
考虑维护、安装和培训费用等成本因素。

短期投资获得长期收益

这正是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的最大优势。我们
已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完成了大量分拣机安装项
目，实践证明，常规的投资回报期通常在 2-3 年
之间。

经验还表明，在评估分拣技术和相关投资时，人
们往往会忘记，分拣系统的总投资支出的很大一
部分都集中在分拣出口组件（溜槽、螺旋、输送
机等），通常会占到全部采购价格的 30%。对于
许多更复杂的分拣出口，这一数字可达到 50%。

10
年



独特的、节省空间的模块化、紧凑式设计是英特
诺交叉带式分拣机的突出优点。安装直行输送的
英特诺垂直交叉带式分拣机，如果使用 400 x 400 
mm (15 x 15 in) 的交叉传送带，宽度只需 1.7 m (5.5 
ft) 就足够了。

在位于德国比尔斯塔特
的飞格集团物流中心，
用定制溜槽作为分拣出
口能确保对大量产品组
合（从 CD、 书 籍、 鞋
子到煎锅）进行安全分
拣。

以极经济的方式进行分拣

根据用户在吞吐量、产品组合和空间利用率等方面的分
拣要求，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是真正意义上的增值产
品，其在投资回报率上的竞争优势，更是其他分拣技术
所不能比拟的：投资少、设计精巧、节省空间、维护费
用最低，在高速和低速分拣时的能耗都很低。

正如我们的一位法国客户所说的那样：“我们选择英特诺
的分拣机是因为它卓越的品质。这种产品具有许多经济
优势，它的驱动装置不仅异常牢固，而且制作精良。”

简单的机械装置能减少维护

与其他分拣技术相比，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的简单机
械装置让检修维护变得更简单——无需专业电工就能完
成维护。英特诺分拣机的机械强度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
证明：仅需极少的维护，就能连续运行 10 年的情况司空
见惯。这就是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和我们的客户能如
此成功的原因。
 

因为在设计驱动系统时，我们特意将电子组件的数量控
制到最少，因此无需复杂的控制系统，也不必连续监测
和操作系统。由于采用了能耗极低的高效齿轮马达，所
以我们的交叉带式分拣机能始终确保精确地控制速度，
无需任何监测。

经实践检验的入口和分拣出口配置

绝大多数分拣项目的关键点是入口和分拣出口，它们的
设计需要满足功能和成本要求。不管是手动、半自动或
全自动入口，还是级联缓冲溜槽、滚筒输送机、皮带输
送机、双层传送带用宽溜槽等分拣出口组件，丰富的应
用设计案例让英特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让客户
受益匪浅。所有这些配置能根据用户的系统要求专门定
制，并经过英特诺试验中心的严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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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提高生产率

满意度
满意度安全

安全
员工

员工





Agnieszka Malinowska,
Frisco.pl 总经理  

波兰华沙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的精确
度几乎达到 100%，而且操作非
常简单，它不仅具有出色的可靠
性，而且无需维护。”

如何助您一臂之力
以典型的低噪声 (< 68dba) 运行
 改善工作环境

关键点（如入口和分拣出口）能专门定制
 以优化员工的工作环境

简单的即插即用技术能最大限度
 提高操作舒适度

经实践检验的分拣出口
组件配置，全部在英特
诺位于德国辛斯海姆（sin-
sheim）的技术中心内研发
和测试，它不仅能确保平
稳地处理货品，而且是以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方式进
行拣取。



3 万

您面临的挑战

提供安全和健康的
工作环境…
 员工的人身安全和操作舒适度对提高生产率和
 员工满意度至关重要

94,8%

操作舒适度、人身安全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企业管理层应负责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
境，在许多行业，一线员工往往会直接暴露在危险中，
如吊装重物、身体弯曲、接触高处、推拉重物，以难受
的体位工作，反复做相同或类似的工作。

在工作场所应用人体工程学原理，能大幅减少因用力过
度导致的肌肉骨骼疾病 (msds)* 的发生和恶化，及其相
关的治疗费用。

人体工程学的目标是减少和消除因肌肉使用过度、体位
错误和重复性作业导致的压力、损伤和疾病。经实用证
明，在建筑业、食品加工业、办公室、医疗保健业、饮
料配送和仓储业，采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作业流程能有
效减少罹患肌肉骨骼疾病的风险。

* 由于工作导致的肌肉骨骼疾病（包括颈部、上肢和下背部疼痛）是日常工伤和疾病的主要成因。 

2011 年，有 300 万美国私营企业
的员工受到非致命的职业伤害和
疾病的困扰
（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2011 年报告的非致命职业伤害和
疾病中有 94,8% 是人身伤害
（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与现有系统完美
匹配。在出厂前，分拣机的模块化组件
已精确地预组装，因此能确保在现场进
行快速、即插即用的安装。

以典型的低噪声运行改善工作环境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的噪声级（小于 68 dba）是目前
市场上最低的，其运行噪音比一般的家用空调的噪音还
低。我们采用的独特机械驱动原理，可确保分拣机以最
高的吞吐率安静地运行。与其说噪音，不如说是操作工
人耳中美妙的旋律。

以安全性和舒适度为第一要务

在位于德国辛斯海姆的英特诺技术中心，我们在设计和
研发所有产品时，始终铭记操作人员的安全和舒适度。
特别是所有的关键点（如入口和分拣出口）都是按照客
户的要求专门设计和制造的。在客户的现场安装之前，
我们会在内部的试验中心进行完整的出厂测试，而最终
目标是竭力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
 

在飞格集团位于波兰的
配送中心内安装的定制
入口最大限度提高了工
人们的操作舒适度和安
全性。

采用简单和易于掌握的技术确保用户友好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久经考验的机械设计采用了简单
的即插即用的技术，因此能在日常运行时确保最高的可
用性：这样客户就能获得最高生产率。最后，所有出厂
的分拣机模块化组件都已预装完毕，以确保能在现场快
速和安全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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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美国劳工部，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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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效节能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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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驱动原理能确保低能耗、安全
跟踪和最高可用性

“让客户认为 Solar 是一家视质量
如生命并且交货可靠的企业，这
对我们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的
首要任务就是不断提高物流链的
效率。英特诺分拣机正是我们一
直寻找的一流解决方案。”

Finn Kristensen,
Solar Danmark A/S 物流经理

丹麦科灵

如何助您一臂之力
可靠的机械驱动原理
 确保驱动效率高达 90%

最多节省 50% 的能耗
 （与线性马达相比）

高效马达
 仅需很少维护



您面临的挑战 

担负企业责任… 
 能效是减少环境足迹的关键

“如今要想成为一家全球知名的企业，先要做一家有良心的
企业。”这是经常被引用的通用电气公司的 ceo，也是美国
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之一 Jeff Immelt 发表的有关永续性理
念的发言。像 Immelt 这样的商业领袖非常清楚，永续性绝
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的社会责任（csr）和大型企业的“绿色
行动”计划。它是指真正担负起合格的企业公民的责任，这
也是确保企业成功和股东利益的前提。

因此，作为物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必须在每个企业部门和
业务流程（从生产、分拣到运输）植入永续性理念。作为企
业环境承诺的核心，通过完整的供应链减少运营能耗非常重
要，同时还要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以提高物流管理效率。

欧盟的 20-20-20 目标

2009 年，欧盟成员国采纳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揽子政策，
并以立法形式推广，这就是 20-20-20 目标。这一揽子气候
和能源政策包括下列要在 2020 年实现的目标：

• 使欧洲的温室气体排放至少减少 20% 并低于 1990 年的水平

• 使欧洲的最终总能耗中至少有 20% 来自可再生能源

• 通过提高能效将主要能源的消耗比预定水平减少 20%
到 2020 年，通过
提高能效使欧洲
范围的主要能源
消耗减少 20%

到
 20

20
 年

- 2
0%



原理简单、结构牢固、久
经考验。
驱动模块包括一条带钢帘
线的橡胶块环链、一条传
动链、一个背压装置和一
台带变频器的标准齿轮马
达。

采用全机械化设计的英特诺
交叉带式分拣机安装了质量
优异的部件，因而能确保精
确和可靠的分拣运行。

节能和可靠的驱动原理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结构牢固、维护方便，它采用了
机械正驱动原理，从而能充分发挥标准的高效齿轮马达
的优势。与会产生热量且驱动效率只有约 50% 的线性马
达相比，英特诺的旋转驱动的最高效率可达 90%，因而
最多能节省 50% 的能耗。

此外，直接驱动原理、每个交叉传送带之间的固定连接
和传动带能确保通过独立的标准工业编码器对产品进行
安全跟踪。其他分拣技术采用的输送链需要复杂的控制
系统才能减少磨损。
 

使用寿命长且高度灵活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的牵引机构是一个内部具有钢帘
线的加强型橡胶块环链，它通过灵活的配件与交叉传送
带相连。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类应用（从快递、信件与包
裹服务业到食品加工业，以及其他恶劣的工作环境）已
证明，其平均使用寿命超过 15 年，这在当前的市场中无
人能及。

值得注意的是，就驱动装置而言，英特诺的水平交叉带
式分拣机每隔 70 米（230 英尺）仅需要一个驱动模块，
这最大限度减少了能耗。此外，该驱动装置能安装在回
路周围的任何位置，为安装提供极大的灵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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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交叉带式分拣机

确保高度灵活并充分利用空间

16

根据输送的载荷、性能指标和空间条件的不同，用户可选
用水平（圆形结构）或垂直（直线结构）配置的分拣机。

 
可使空间最大化的灵活配置

英特诺水平交叉带式分拣机具有路线灵活、能充分利用空
间的特点，它还能借助转弯机来上坡 / 下坡。用户能以多
种方式配置和优化并轨机和分拣出口，以提高系统性能。
布局合理的话，只需一个系统就能建立多个分拣区。英特
诺水平交叉带式分拣机还适合在空间有限的场所运行。例
如，用户能层叠安装两台输送路线相同的分拣机，作为双
层解决方案，使处理能力翻倍。

 

再循环确保最高的分拣性能

与垂直分拣机不同，如果分配的分拣出口已满（“溢流”），
水平交叉带式分拣机可重新循环条形码读取器未识别或
未释放的货品。循环配置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未识别”
和“溢流”的货品能自动再循环，因此能确保最高的分拣
性能。



成功案例 瑞士邮政

技术数据

在瑞士邮政的三家分拣中心安装了 12 台节省空间的英特诺双层结构
水平交叉带式分拣机。

在瑞士邮政进行的高效信件分拣
位于苏黎世的信件分拣中心是拥有 320 年历史的瑞士邮
政集团最大规模改造项目的关键。在苏黎世、黑金根和
埃克雷庞的邮件分拣中心已分别安装了四台装有水平输
送机的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在收件区和拣选区 24/7，
两台分拣机以每小时最多分拣10,000个塑料托盘的速度，
全天不间断运行。

运行特点：方便维护、防磨损结构、噪声 < 68 dba 以及
零误差。在交叉传送带上输送时，通过 60 台并轨机或在
250 个分拣出口卸载时，信件容器不应卡住、扭曲或从
分拣机上掉落。

在首次启动前，英特诺就成功证明了分拣机的效率。连
续 4 周（每天 24 小时自动分拣）的系统测试证明，当扫
描了容器的条形码后，分拣机完全能安全输送，不会出
现走走停停的问题，并能进行无故障并轨。其他功能也
成功地通过测试：比如按电脑控制的分拣出口准确卸载
和可靠地完成 90 度交叉转移。

水平交叉带式分拣机能满足可用
空间的要求，而且能轻松重设入
口和分拣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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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搬运 纸箱、包装箱、邮件、包装食品、目录商
品、软垫信封、多媒体产品、服装等

货品尺寸
最小 （长 x 宽 x 高）：
最大 （长 x 宽 x 高）：

150 x 100 x 5 mm (5.9 x 3.9 x 0.2 in)
600 x 500 x 500 mm (23.6 x 19.7 x 19.7 in)

货品重量 最小 100 g (3.5 oz)
最大 35 kg (77 lbs)

双传送带
最大 （长 x 宽 x 高）： 1,200 x 700 x 700 mm, 35 kg

(47.2 x 27.6 x 27.6 in, 77 lbs)

吞吐量 / 速度（样品） 传送带 340 x 400 mm (13.4 x 15.7 in) >  
14,000 件 / 小时 1.7 m/s (5.6 ft/s) 
传送带 460 x 700 mm (18.1 x 27.6 in) >  
10,000 件 / 小时 1.65 m/s (5.4 ft/s)

提高用户收益 可用性高、分拣量大、噪声低、节省空间、
节能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是一种灵活可靠的分拣解决方案，它能帮
助我们有效分拣容量不同的信件容器。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无论
在处理日常业务，还是应对高峰需求量，整体流程必须连续保持
较高的水平， 比如在圣诞节前。”
Peter stoop，瑞士邮政业务技术中心主管



结构紧凑、性价比高 

具有直线输送路线的垂直交叉带式分拣机的主要特点是
独一无二的节省空间、结构紧凑的模块化设计。例如，
仅需 1.7 m （5.5 ft）的宽度就足以安装采用 400 x 400 mm 
（15 x 15 in） 交叉传送带的垂直分拣机。而且此配置还能
通过在分拣机内输送整个托盘来节省宝贵的空间。这在
市场中绝无仅有。

适用于易碎商品的安全入口

垂直分拣机的入口位置通常从实际分拣机前方的堆放式
输送机（一种简单的输送带）开始。操作员可将货品手
动放置到堆放式输送机上，这是一种理想的高性价比的
人体工程学解决方案。当然，还可通过半自动或全自动
输入设备装载堆放式输送机。通过顶部装载且无需改变
输送方向，这种输入设备能确保对最轻和最易碎的商品
进行安全分拣。

轻松到达分拣出口

英特诺垂直交叉带式分拣机允许设置最大数量的传送
带，这就能以中等运行速度提高吞吐量，在分拣轻量和
易碎的商品时，这是一种显著优势。垂直分拣机的分拣
出口从两侧就能直接进入。它们具有最大的设计密度，
而且是按照载荷的尺寸、外形、重量等参数专门定制的。
用户还可加装一条再循环输送线，使未在指定分拣出口
释放的货品自动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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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交叉带式分拣机

“节省空间的选项”

垂直交叉带式分拣机：
顶部装置且无需改变输送
方向，因此能确保安全分
拣易碎商品



在德国格雷文高速处理退货
对于电视购物频道 Hse24，做到最好就已经足够了。
因此在其位于格雷文的中央物流中心，所有流程只有
一个目标，即确保每天投下 20,000 笔订单的顾客的满
意度。必须 24 小时保证货品处理的灵活度、准确度和
速度。分拣的货品从液晶电视到钻石项链，无所不及。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主要用于在格雷文物流中心分
拣退货。

通常，邮购商品中有 20% 会被退回；每年退货量就
有 120 万件。敦豪 （DHl） 快递公司为购物频道存放了
24,000 种不同的产品，而且要保证每天最多处理 6,000
次退货（10,000 件 / 天）的分拣能力，英特诺的垂直
分拣机能准确无误地满足处理要求。

每天一大早，他们就会收到 DHl 货运中心发出的关于
顾客邮购退货量的预警通知。伸缩带会将退回的货品
从卡车上卸载到输送机系统上，后者会将这些货品送
至物流中心面积 2,000 平米（21,530 平方英尺）的平
台存货区。首先，控制系统会对照原始订单检查包装
物并识别货品。然后货品会到达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
机，它会利用全部 64 个溜槽（通往两侧的收集点）对
退回的货品进行完整的预分拣；随后，系统会立即重
新处理货品或在托盘上重新包装，以存放在高顶仓储
设施内。

成功案例 D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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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适用于搬运 纸箱、包装箱、邮件、包装食品、目录商
品、软垫信封、多媒体产品、服装等

货品尺寸
最小 （长 x 宽 x 高）：
最大 （长 x 宽 x 高）：

100 x 80 x 5 mm (3.9 x 3.1 x 0.2 in)
600 x 600 x 500 mm (23.6 x 23.6 x 19.7 in)

货品重量 最小 100 g (3.5 oz)
最大 35 kg (77 lbs)

双传送带
最大 （长 x 宽 x 高）： 1,200 x 800 x 800 mm, 35 kg

(47.2 x 31.5 x 31.5 in, 77 lbs)

吞吐量 / 速度（样品） 传送带 335 x 300 mm (13.1 x 11.8 in) >  
15,000 件 / 小时 1.65 m/s (5.4 ft/s)
传送带 660 x 800 mm (26.0 x 31.5 in) >  
8,500 件 / 小时 1.7 m/s (5.6 ft/s)

提高用户收益 分可用性高、分拣量大、噪声低、节省空
间、节能

在格雷文的 Dhl 物流中心安装的英特诺垂直交叉带式分拣机装有 64
个可从两侧接触的定制溜槽

“如今，在邮购服务领域，退货处理的专业性已成为物流创新策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这样久经考验、性能
可靠的解决方案，完全能帮助我们在整个处理流程始终保持最高
的质量水平。”
Peter huch，dhl 格雷文物流中心经理



与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一样先进的输送机技术

与其他分拣机制造商不同，英特诺不仅只研发、生产和
销售交叉带式分拣机，而且注重研发各种类型的输送机
组件，确保它们能按要求在分拣机前完成控制货物流的
重要任务，并在分拣机后将货物输送至派件区。

在英特诺的技术中心（见下一页），我们精心设计和测试
了连接分拣机的输送机的先进模块。这些模块或组件能
完美匹配分拣机回路，因此能确保优化系统吞吐量和无
缝集成：

• 皮带输送机：高度灵活的不间断运行

 从水平输送到上坡和下坡运行。从安装高度只有
40 mm （1.6 in） 的微型输送带到用于重载荷的大型皮带
输送机。

• 并轨机 / 入口：适用于通行受控的货物流

 英特诺并轨机能将两条不同的输送线路合并形成一路。
所有输送机模块都已预装，并经过调试和测试，因此
能确保轻松安装和试运行。

 

输送机模块
确保无缝分拣…安静运行

• 转弯皮带与螺旋转弯皮带：轻轻环绕转弯

 英特诺生产的转弯皮带是一种能节省空间和改变行进
方向的装置。它们能以 30° 和 180° 之间的角度，始终
携带货品轻轻环绕转弯，不管是最小的货品，还是大
型物件。

• 英特诺滚筒输送机：智能“局部”输送

 无需复杂的安装和软件集成就能实现最佳运行。英特
诺滚筒输送机采用了“即插即用”的滚筒输送机模块，
它能以独具创新的方式在单独控制区内运送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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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时尚——匈牙利 JEans ClUB 公司
采用英特诺分拣机
正是在值得信赖、广受赞誉的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的帮
助下，位于布达佩斯的 Jeans club 配送中心才能实现这一
目标。那里的垂直分拣机每小时最多要输送 6,000件商品。
尺寸多样，从最小 150 x 100 x 20 mm (5.9 x 3.9 x 0.8 in) 到
最大 620 x 410 x 100 mm (24 x 16 x 3.9 in) 无所不及。采用
拉伸膜包装的牛仔裤、夹克、套衫、卫衣的最大重量有
5 kg。

符合实际需要的特别设计…

…包括入口和卸货区。货品会沿并轨输送带上的手动拣取
点抵达分拣路线。利用塑料包装下方的条形码识别货品
后，在更高一层，货品会在两侧被卸到 45 个分拣出口中
的一个，然后从那里经溜槽被直接送入塑料容器内。这就
能使货品循环保持完整的流动。最后，英特诺垂直交叉带
式分拣机会在上部和下部通道之间提供足够的空间，英特
诺设立这种输出通道可输送已装满货品的容器。

成功案例 JEANS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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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空间：在垂直分拣机内部能安装一台用于已满容器的中心成品输
送机。

“我们的目标是以可控的方式实现增长。不管是高峰时间，还是
在处理量适中时，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都能确保我们以极经济
的方式分拣货物，而且能为我们提供客户要求的灵活度。”
József kondor，Jeans club kft 布达佩斯物流经理



行业领先的英特诺

研发模块与子系统的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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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德国辛斯海姆毗邻海德堡的英特诺技术中心致力于
研发能满足企业物料关键需求的模块和子系统。其中包
括交叉带式分拣机、转弯皮带、滚筒输送机和皮带输送
机。该部门负责英特诺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技术问
题，包括产品研发、应用工程、产品制造，以及为英特
诺在各地的分公司和客户提供技术支持。

占地 15,700 平米（169,000 平方英尺）的技术中心于
2010 年正式启用，英特诺所有的产品都是在那里设计和
制造的。垂直统一管理使我们能自始至终地控制产品质
量，并为客户提供定制的工程技术支持。

为满足亚洲和美洲市场的需求，英特诺的德国技术中
心与位于中国苏州（靠近上海）和美国亚特兰大（乔
治亚州）的区域技术中心之间就各类技术问题和技术
诀窍保持密切的交流，让不同地区客户都能从我们积
累的全球范围的实践经验中获益。

在新客户中心，用户能看到以示范形式出现的交叉带式
分拣机、滚筒输送机模块和其他关键产品。在英特诺的
测试中心，客户能亲身体验对用于新分拣机项目的定制
分拣出口进行的测试。

地址：
interroll automation GmbH Dietmar-Hopp-str. 3
74899 sinsheim Germany（德国）



短期投资获得长期回报

•	性价比高，即使吞吐量很低也能高效运行

•	采用简单的即插即用技术降低维护、安装和培训费用

•	紧凑式设计与高效马达确保节省空间和能耗

应用灵活并能根据未来发展需要扩展

•	用途广泛，确保准确和安全地处理目前和未来的产品
组合

•	适应性强的模块化设计能确保轻易扩展系统。以及重
设入口与和分拣出口，以提高系统性能来满足未来发
展需要

•	适用于各种吞吐率的精确度能以最高质量进行分拣，
即使在高峰需求量时

可用性最高

•	经实用检验的机械设计和设计最少的电气组件能确保
最高可用性和生产率

•	简单的即插即用技术能实现快速安装和干预，因此能
确保正常运行时间最长

通过独立研发提供增值服务

•	作为市场中唯一的独立供应商，英特诺能根据全球任
何设备集成商的要求提供专门定制的产品

•	安装简便的英特诺分拣机能轻松集成到其他大型设备
中

英特诺交叉带式分拣机 
真正物超所值的投资

Paul Zumbühl, 
英特诺集团 ceo

“英特诺非常清楚，分拣效率常常关乎您运营的成
败。像亚马逊、DHL、联邦快递、飞格集团或 Za-
lando以及全球最盈利的邮政公司，它们都选用英特
诺交叉带式分拣机完成日常的分拣操作。

从一开始，这一辉煌的记录和英特诺在市场中的自
我定位就让我非常自豪。实际上，英特诺是分拣机
和子系统的唯一独立供应商，作为拥有开放平台的
专业制造商，我们能兼容并连接所有类型的软件和
ID系统，因此能使所有最终用户真正受益。我们向
设备集成商和最终客户学习，反过来，他们也向我
们学习。在复杂的项目中，信任才是致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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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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erroll 2014

interro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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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SSBELt SortEr
Durable, versatIle, economIcal



BEYoND EFFICIENCY: 
toWArDS “CoMMErCE 3.0”

ConsUMEr-DrivEn CoMMErCE that oCCUrs any-
whErE, anyhow, anD anytiME thE ConsUMEr 
DECiDEs, tUrns toDay’s loGistiCs into a DECisivE 
CoMpEtitivE FaCtor. toDay, thE rEMotE rEtail 
sECtor is hEavily DEpEnDEnt on a soUnD loGis-
tiCs solUtion.

amazon.com founder and ceo Jeff bezos once said “If you 
make customers unhappy in the physical world they might 
each tell six friends. If you make customers unhappy on the 
internet they can each tell 6,000 friends.” 

E-Commerce Buyers statistics 
and Forecast by region 
(2011 to 2016), adapted from 
www.emarketer.com

1.3bn
e-commerce buyers worldwide by 2016, 
according to an emarketer forecast

17.1%
global growth rate of e-commerce 
for the year 2013, according to an 
emarketer forecast

today, shopping is a whole new experience. traditional 
brick-and-mortar shops are leveraging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create online retail shops for the ease of their customers.  
e-commerce, as the world knows it, has grown tremendously 
in the recent years, at constant double-digit growth rates  
in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ever fast data connections and  
the massive adoption of mobile internet on smartphones, 
tablets and other internet-enabled devices will further bolster 
this trend, as shown in th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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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帮您升级分拣流程

牢固的交叉传送带最大能
承载 35 KG (77 lBs)

定制入口



在高 / 低吞吐量时保持高效运行

面向应用的分拣出
口能确保安全输送

取得专利的机械
卸载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