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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Interroll

Established in 1959, Interroll has 
grown to become the world’s leading 
supplier of key equipment for material 
handling. Whether you’re handling 
boxes, pallets, parcels or soft goods, 
no other supplier has such a compre-
hensive range of solutions on o�er.

This is why system integrators, OEMs 
and operators choose Interroll as a 
trusted partner for material handling 
installations, worldwide.

Interroll’s global reach ensures quick 
delivery and superior after-sale ser-
vice for customers,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By helping increase our 
customers’ e�ciency, we boost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today’s high-stress 
marketplace.

interroll.com

Interroll reserves the right to modify the technical 
features of its products at any time. Technical 
information, volumes, data and features are only 
rough guidelines. 

© Interroll 2015

本手册会带您领略 
一次3D体验，敬请 
留意14~21页。

关于英特诺

创建于 1959 年的英特诺集团已经
发展成为全世界领先的内部物流核
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供应商。无论
处理的是纸箱、托盘还是软包，没
有其他供应商能够提供如此全面
的产品范围。这就是系统集成商、
OEM 和运营商首选英特诺作为其
内部物流合作伙伴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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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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诺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中山西路 1065 号
SOHO 中山广场 B 座 1801 室
电话：+86 21 8012 2599
邮件：cn.sales@interro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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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网络

物联网

工业 4.0： 
谈论一场革命

专家们最近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在一个互联的、智能的世界中，
凭借空前迅捷的数据传输和实时调取所有相关信息的便捷性，企业才能创造
出真正的智能产品。“物联网”正逐步变成现实。物流的复杂度成倍增加；模
块化已成为这场工业革命的代名词。

依托互联网、移动通信以及微机技术，物理信息系统（CPS）已经基本成形，
并且越来越智能。“智能工厂”可以把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设备、仓储系统和操
作方式相互衔接起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对一的信息交互，而 CPS 正是这
一切的心脏。
 
在这种大背景下，订单结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组合的日趋复杂和不可预测
性，无一不迫使物流系统多功能化，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

作为互联化、智能化世界的一部分，工业4.0正在引发物流革命，给
物流行业带来新挑战。

模块化并能根据未来需求扩展

•	系统配置的灵活性确保准确和安全地处理目前和未来
的产品组合

•	模块化设计能确保轻松扩展系统，或者重新布置输送
机，以提高系统性能来满足未来发展需要 

•	最短的交货期确保在工期紧张的项目中完成快速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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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紧凑式设计与高效电机确保节省空间和能耗
•	资深的应用工程师提供本土化的项目规划支持

最高的系统可用性

•	久经验证、高质量的零部件确保最高性能
•	堪称典范的低噪运行和 24V 低压驱动，改善了工作环
境并提高了操作人员的安全性，确保最大的生产力

•	简单的即插即用技术能实现快速安装和干预，确保最
长的正常运行时间

通过独立研发和稳定性提供增值服务

•	开放式的标准确保系统的互用性
•	作为一家真正中立的供应商，英特诺能根据全球任何
系统集成商的要求提供专门定制的产品

•	英特诺久经考验的财务状况和全球可用性让您高枕无忧

英特诺输送机模块：

真正物超所值的投资

“英特诺新型输送机平台的定位非常准确：始终秉承模块化和可扩增性的理念，采用即插即用的模
块和标准组件。我们从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就积极参与了，并就开发理念和改进方向提出我们的
想法。

瑞仕格很欣赏这个新产品开发体系，英特诺主动接触客户，调研市场需求，虚心接受建议和不同
意见。我们坚信未来的内部物流项目必将大大受益于这种新型输送机平台。”

Francis Meier, 
技术中心总经理
瑞仕格股份有限公司（瑞士 Bu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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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随着工业 4.0 理念的推出，我们决定在产品创新方面另辟蹊径， 帮
助客户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

为了更好地把握客户在决断项目和确定投资时真正关注的利益点，我们在系 
统集成商，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物流咨询公司和最终用户中间展开了
一次全面的客户调查。一项重要发现是：环境不断变化，导致必须不断调整
业务流程。在这种状况下，用户会将系统的可扩增性和灵活性作为关键的考
量指标。

正是基于这些调查结果，我们确立了全新的产品开发整体解决方案。并推出
了即插即用的全新输送机模块平台，就像乐高 ® 积木一样。

利润增长

扩大市场份额
并保持盈利

成本与效率

苛求最短的投资回报周期
和高效的供应链流程管理

持续性

将供应商断货的
风险降到最低

英特诺新型输送机模块是目前
市场上最通用、最耐用的系统，
以最高的可用性和可扩增性满
足未来的增长。

英特诺新型输送机模块兼具成 
本优势和节能环保，是真正即 
插即用的系统，标准化的安装 
组件，可轻松在现场完成安装，
让您在规划时省心省力。

作为备受宝洁、亚马逊、可口
可乐、沃尔玛和红牛等国际品
牌信任的合作伙伴和行内中立
的供应商，英特诺确保全球范
围内的产品可用性和提供开放
式平台。

详见 6-7 页

详见 8-9 页

详见 10-11 页

您面临的挑战 我们的解决方案

复杂程度越来越高

呼唤多功能系统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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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

功能和美学：

英特诺新型输送机平台的设计无论
在功能，还是美学上都是一流的。
所有的组件之间完美吻合，真正实
现了即插即用的配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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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页将为您阐述，英特诺新型
输送机平台的模块化和高性能可以
助您提升竞争力的原因。

高效物流的

成功要诀：

灵活性，

可用性，

性能

“英特诺新型输送机平台的设计可谓尽善尽
美：始终秉承模块化和可扩增性的理念，
采用即插即用的模块和标准组件。我们从
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就积极参与了，并就
开发理念和改进方向提出我们的想法。”

Francis Meier,
技术中心总经理
瑞仕格股份有限公司（瑞士 Bu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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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订单波动性

当今，客户（如零售商）的供货需求日益呈现出订货量
越来越少、发货频率越来越高的特点。与以往整托批量
订购不同的是，他们只订购少量几箱货物，有些还采用
“货物就绪”的模式，以减少库存整理的劳力。

全球范围内，电子商务持续以两位数的速度迅猛增长，
进一步促使了零库存制度（JIT）的加速推行。公司在处
理海量小订单的同时，也要应对大幅的订单波动。而且，
还必须处理大量的退货。

聚焦模块化系统

这种缩短订单处理周期的需求首先迫使生产商、分销商
和仓库操作人员赋予核心业务流程一定的灵活度，随即
也会要求物流系统具备更高的灵活度。

传统意义上的物流系统包括输送系统，通常被认为不具
备灵活性和应对市场波动的能力。因此，最大程度的利
用标准组件，并使各个部分可以自由移动、改装、改良、
相互组装的的模块化系统越来越受青睐。

您面临的挑战： 

提高盈利能力
 灵活的系统和快捷的交货
 是赢得市场份额的关键因素 

76% 的客户认同物品搬运系统的
标准吞吐量将会持续上升。

英特诺解答：这得益于我们新型
输送机平台的高性能与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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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

性价比极高的
多功能
输送技术
 最高的可用性
 和快速调整能力

三大关键优势一览

系统配置的灵活性

英特诺新型输送机模块具备无可比拟的多功能性，直
道、弯道、合流以及垂直输送模块之间可以实现完美
吻合。根据您的需求，我们可以提供“智能迅捷”的
标准模块交付方式、“按规划提供解决方案”以及应用
工程系统中的“咨询项目”方式。所有这些组件都可
以用模块方式组合，尽可能的缩短系统安装和现场安
装的时间。

方便系统扩展的模块化设计

当订单结构、生产能力或产品组合突然发生变化时，新 
型输送机平台的模块化设计就派上用场了：无需大幅调
整结构便可实现系统的扩增或改装。此外，还可以用 
最少的现场应用工程工作，将新模块完美地整合到现有
的输送线路中。系统的可扩增性可以确保符合您未来增
长的需求，是一种真正保障未来的投资。 

最高的系统可用性

英特诺新型输送机模块完全采用机械的设计，具有高效
率的驱动方式和即插即用的控制器，是稳健和耐用的代
名词，确保您的生产线保持最高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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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面临的挑战： 

确保投资支出
在短期内获得回报
 并通过精益流程优化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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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性的看法不一，但只要与技术投资项目有关，就必
须同时考虑二者。无论采用何种衡量标准（ROI、NPV、
IRR 等），在当今的商业世界，明智的投资决断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来得重要。

计入维护成本

对于分拣运营和项目而言，除了采购成本、付款条件、
日常运营成本以外，在计算投资回报率（ROI）时，还
必须考虑维护、安装以及培训等成本因素。

一流的总成本

这正是英特诺新型输送机平台的最大优势。为了满足性
能、成本和操作便利性的要求，我们所有的输送机模块，
不管是直道、弯道，还是合流、高速垂直输送的设计都
是基于我们的市场经验和第一手客户反馈。

79% 的客户认同英特诺是输送机
模块高品质的供应商。

您的利益：英特诺新型输送机平
台，带给您最佳的总拥有成本
（TCO），为您后续项目助一臂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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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

统一化的
平台设计，
经济的
即插即用系统
 降低规划与安装工作量

三大关键优势一览

短期投资获得长期收益

在规划新型输送机平台时，我们力求更低的总拥有成
本。该系统之所以具有最短的投资回报周期，主要原因
在于采用标准组件和高效率的驱动技术，比如采用 24V
微型电动滚筒，避免气动元件的使用。

 
降低规划复杂度，加快项目调试

我们的预工程解决方案的基础是高品质部件，它让项目
规划更简单且更安全。平台的模块化实现了行业中最短
的交货期，这也是能否实现快速调试的关键因素。为了
精简项目规划步骤，英特诺提供非常友好地的软件程序
“Layouter”，它可以按照客户厂房布局的需要组装模块。

高效驱动，降低运营成本

作为内部物流 24V 驱动技术的先驱，我们的微型电动
滚筒在零压力积放（ZPA）输送系统中应用最广。值得
一提的是：与集中式驱动相比，利用微型电动滚筒驱动
的分布式控制输送机系统可以降低多达 50% 的能耗。
此外，我们的皮带输送机采用设计紧凑、节省空间的电
动滚筒驱动，这种驱动方式远比传统驱动方式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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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面临的挑战： 

保证连续性
 稳定的、可靠的
 合作伙伴日渐重要

越来越短的时间窗口

全球化的经济、更短的创新周期以及高水平的市场透明
度将物流变成了起决定作用的成功因素。因此，内部物
流项目的交货期长短显得尤为重要，供应链中出现的任
何问题都可能意味着失去商机。在这种背景下，能否拥
有能提供关键产品的、可靠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决定了
能否取得市场份额和赢得客户满意。

开放式平台 vs. 专有系统

订单结构、订单量以及产品组合的不确定性日趋严重，
催生了对多功能系统的需求。这一多功能系统必须能轻
松适应各种变化。通常这也会要求产品符合行业标准，
并有足够的协同作用。那些必须依赖系统最大可用性和
持续性解决意外情况的公司，越来越关注开放式平台的
产品专家和生产商。

77% 的客户认同英特诺是输送机
模块的技术领导者。

这意味着您在后续的内部物流项
目中可以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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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

英特诺
是具有开放式平台、
强大且中立的
供应商
 提供全球可用性，让您高枕无忧

三大关键优势一览

基于开放式标准的系统协同作用

从一开始，作为输送机模块中立的供应商，我们就为系
统集成商和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开发了这种关键
产品（设备和控制系统）的新式平台。英特诺所有的产
品均基于开放式标准而设计，这样可以确保整合到更大
型的系统时，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更加便捷。

可靠性与全球可用性

英特诺丰富的产品系列是由多个技术中心组成的全球网
络进行设计和生产的，每个技术中心专注于一种产品系
列，并在全球范围内负责产品管理、研发、生产并为各
区域的生产、安装和服务提供技术支持。在此基础上，
他们可以确保在最短的时间交付预组装的，可直接安装
的模块单元，并由经验丰富的应用工程师团队提供本地
化的规划支持。

英特诺良好口碑使客户高枕无忧

英特诺集团是全球内部物流领域领先的技术专家之一，
具有无可匹敌的产品范围。作为上市公司，我们为自己
出色的财务状况感到自豪 ，这也让客户充分相信我们
有能力为所有规模的项目提供可靠的、高质量的产品。
在我们 23,000 个客户中，不乏像亚马逊、博世、DHL、
宝洁、西门子和沃尔玛这样的国际知名品牌，他们每天
都在使用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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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型输送

技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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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的吞吐量

 高 达 2.5 米 / 秒（8.2 英 尺 / 秒）
和 3,600 件 / 小时（如使用高性能
分流机）

•	最短的交货期	
 标准化和定制化系统，并有资深的
应用工程师提供本土化的规划支持

•	 24V 和 400V 驱动可选

 致力于全方位提高能源效率

•	灵活的侧导轨

 无缝适应不同的单元负载

•	安装卡扣
 实现快捷、简便的维护，可从输送
机上方完成滚筒安装

•	通用的侧栏
 实现简便、灵活的安装和系统扩展

•	电动元件

 取代气动元件，实现高效、低噪地
运行

•	高速现场总线

 采用开放式平台以及符合未来需
求的控制系统

所有的一切

都让它无与伦比

过去的几年，能源效率已经跃升为所有内
部物流项目的关键考量。使用英特诺顶尖
的 24V技术和创新的驱动系统，我们可以
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保证最
低的运行和维护成本，以及堪称典范的低
噪运行环境。英特诺新型输送机平台的模
块化将进一步强化我们的产品范围。”

Hans-Georg Förster
Förster & Krause 有限公司总经理
德国 · 雷姆沙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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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全系列的关键元件（升降机、移
载机、提升门等）及附件（支撑架、止动
板等）。产品详情请查阅网站：
www.interroll.com/conveyors

概述

对于单元负载（纸盒、包装袋、板
条箱等）的搬运，智能的 24V 滚筒
输送机系列（直线输送机、转弯输
送机和合流输送机）能提供最高的
能源效率。由于采用低电压，堪称
典范的低噪运行和最高的安全性使
得这种技术成为改善操作人员工作
环境的关键要素。

注：英特诺可以提供同样的无动力
滚筒输送机，即单元负载通过物品
自身的重力或者人工推动。

24V	滚筒输送机：
全方位提升能源效率，
无须任何气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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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合流输送机

英特诺 24V 合流输送机利用物品输
送间隙将两条输送线合并成一条。
另外，合流输送机可以使直线输送
机上的货物改变方向（比如使用高 
性能分流机）。

直线输送机

滚筒输送机的内部控制系统保证了
单元负载输送的零压力积放。每个
区都由一个 24V 微型电动滚筒驱动，
并且通过多楔带与一定数量的改向
滚筒连接。35 公斤（77 磅）的单元
负载，输送速度可以达到 1.0 米 / 秒
（3.3 英尺 / 秒）。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88% 的客户
认同能源效率
是保持竞争力的
关键因素。

客户认同：

转弯输送机

24V 滚筒输送机的转弯段用来改变
物品的输送方向。物品通过边框内
的锥形滚筒保持对齐。内部控制系
统允许零压力积放（ZPA）模式输送，
每个区都由一个 24V 的微型电动滚
筒驱动，并且通过 O 带与一定数量
的改向滚筒连接。35 公斤（77 磅）
的单元负载，输送速度可以达到 1.0
米 / 秒（3.3 英尺 / 秒）。

您的利益

•	节省高达 50% 的能源

 一流的 24V 输送机，进行零压力
积放输送，带来最高的能源效率。

•	更高的生产能力，降低运行成本

 微型电动滚筒淘汰了气动元件，
得益于其堪称楷模的低噪运行
（<60 dBA），不但保证了最低的运
行成本，也改善了工作环境。

•	低电压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

 使用低电压的驱动系统（如英特
诺一流的 24V 微型电动滚筒），降
低了工伤风险。

•	减少了安装和维护时间

 鉴于简单的安装卡扣设计，可从
输送机上方完成滚筒安装，或快
速更换（无需特殊工具）。得益于
这种创新的固定结构，即使是微
型电动滚筒也可以很方便地从上
部完成更换 ——当相邻的输送线
之间的空间有限，这个优势就真
正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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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全系列的关键元件（升降机、移
载机、提升门等）及附件（支撑架、止动
板等）。所有产品详情请登录网站：
www.interroll.com/conveyors

概述

400V 滚筒输送机使用平皮带驱动，
可以在输送和零压力积放模式中达
到最高的传送性能。与 24V 滚筒输
送机比较，这种输送机是吞吐量较
高和 / 或需要输送较重的单元负载时
的理想之选。它的模块化设计便于
集成诸如移载机和分流机等关键部
件，并且可以实现不间断分拣（即
物流输送不需要停止）。直线输送机、
转弯输送机以及分流 / 合流输送机模
块可以组合使用，也可以作为单独
的元件使用。

注：英特诺可以提供同样的无动力
滚筒输送机，即单元负载通过物品
自身的重力或者人工推动。

400V	滚筒输送机：
高性能的输送和
零压力积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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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转弯输送机

400V 滚筒输送机的转弯段用来改变
物品的输送方向。物品通过边框内
的锥形滚筒保持对齐，使用平皮带
驱动。平皮带滚筒输送机的转弯输
送机元件始终由毗邻的直线输送机
模块驱动。

合流输送机

英特诺 400V 合流输送机用于斜向（30° 或 45°
角）连接主输送线和两侧的滚筒输送机模块，
可以用于单元负载的卸料（例如通过高性能分
流机）或者进料。

物品通过边框内的锥形滚筒保持对齐。内部控
制系统允许零压力积放（ZPA）模式输送，其
中每个区都由一个 24V 的微型电动滚筒驱动，
并且通过 O 带与一定数量的改向滚筒连接。35
公斤（77 磅）的单元负载，输送速度可以达到
1.0 米 / 秒（3.3 英尺 / 秒）。

直线输送机

这种持续驱动的平皮带式输送机用
作输送物品，仅需一台 400V 的驱动
设备就可以输送长达 20 米（66 英
尺）的距离。在直线输送线上，50
公斤（110 磅）的单元负载在输送
模式下的输送速度可以达到 2 米 /
秒（6.6 英尺 / 秒）。通过使用电动
元件，输送机也可以完全或者部分
地作为零压力积放输送机运行。这
些加装的电动元件通过 24V 驱动器
和英特诺零压力积放输送控制系统
控制。

未来的输送重量
会不断增加到 
35 公斤 / 米
（3,038 磅 / 英寸）~ 
50 公斤 / 米
（4,340 磅 / 英寸），
吞吐量大于 2,400 件 / 小时。

客户认同：

您的利益

•	高度的系统的灵活性

 通过简单的系统改装，就可以从
输送模式调整到零压力积放输送。

•	最高的吞吐能力确保更短的周期

时间

 输送模式下的产品输送速度可以
达 到 2 米 / 秒（6.6 英 尺 / 秒），
并且可以实现不间断的分拣，使
系统吞吐量达到最大。

•	节省安装和维护的时间

 利用简单的安装卡扣，实现从输
送机上部完成滚筒安装，并可实
现极其快速简便的滚筒更换（无
需特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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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全系列的关键元件（升降机、
移载机、提升门等）及附件（支撑架、
止动板等）。所有产品详情请登录网站：
www.interroll.com/conveyors

概述

皮带输送机用于货物的水平输送，
用于那些不适合滚筒输送机以及需
要解决上坡、下坡（高达 16° 角） 问
题的单元负载。我们全新系列的皮
带输送机由高效、紧凑的电动滚筒
或者齿轮电机驱动，提供三种标准
的宽度，此外还有 24V 驱动技术的
轻型皮带输送机，适用于轻载输送
和零压力积放输送。

皮带输送机：
为轻型和重型应用
提供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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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转弯输送机

英特诺转弯输送机采用安全的主
动驱动理念，专门为输送多规格
的物品而设计。皮带顶部高度仅
为 160 mm（5.9 英寸），噪音低于
64 dBA，是目前市面上噪音最低的
一款皮带转弯输送机。皮带转弯输
送机配有自动皮带张紧装置、稳健
的皮带导向方式和专用的轻型皮带，
更换皮带时无需拆卸电机，十分方
便。

直线输送机

这些皮带输送机具有不同的型号 – 
适用于水平、上坡和下坡的输送面。
特点是皮带顶部的高度极低，在安
装多层输送系统的情况下，这个优
势可以真正的体现出来。英特诺新
型皮带输送机设计的承载能力高达
每模块 550 公斤 （1,213 磅），50 公
斤（110 磅）的单元负载，速度可
达 2.5 米 / 秒 （8.2 英尺 / 秒），保证
高效运行。

合流输送机

英特诺皮带合流输送机是一种以 
30° 或 45° 角斜接的皮带输送机。
这种输送机可以使两条输送线按照
特定的角度合并。若与分拣元件配
套使用，皮带合流输送机还可用于
分离输送的物流。输送皮带的宽度
有 90 mm 和 40 mm 两种，适用于特
小规格的物品输送。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61% 的客户
认同英特诺皮带输送机
和皮带转弯输送机的
技术非凡。

客户认同：

您的利益

•	最高的吞吐能力确保缩短周期时间

 直道、坡道和转弯段的产品吞吐能
力高达 2.5 米 / 秒（8.2 英尺 / 秒）。

•	最高可用性

 可以从输送机上部快速简便地更
换皮带，不需要打开两边侧栏，
也无需拆卸支撑架，确保每天最
长的正常运行时间。

•	 24V 驱动确保最高的能源效率

 根据输送任务的不同，可以选择
400V 和 24V 的皮带输送机进行最
佳组合，从而优化运行成本。英
特诺电动滚筒和微型电动滚筒，
带给您顶尖的驱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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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全系列产品的附件（支撑架、止
动板等）。所有产品详情请登录网站：
www.interroll.com/conveyors

概述

所有关键的分拣元件比如移载机、
分流机、提升机、阻挡装置等的设
计都是旨在实现模块式的系统扩展
和无缝连接到输送线。所有这些元
件都可以采用皮带和滚筒输送机组
合，实现基本的输送功能，例如阻
挡、配送、提升以及减轻单元负载。
这些元件通常在系统的布局规划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其分
拣性能决定着整个分拣系统的分拣
能力。

分拣的关键元件：
真正即插即用的
不间断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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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高性能分流机

新型高性能分流机（HPD）用于向
左右两侧，以不同角度分流接触面
光滑的单件物品。当以 90° 角分流
时，取决于操作模式，货物可以保
持原方向，也可以旋转 90°。高性
能分流机不会中断物品流，适合高
吞吐量的应用。

高性能分流机是一个独立的卡盒模
组，长度固定为 120 mm （4.7 英寸） 
（2 排滚筒），宽度为内置输送机的
宽度。根据各输送任务的要求，可
以依次安装多个高性能分流机卡盒
模组。

高性能分流机具有三种不同的驱动
形式：HPD 24V 主动式（24V 驱动
装置）、HPD 400V 主动式（400V 和 
24V 组合驱动系统）和 HPD 从动式
（无固定驱动单元）。

24V移载机

24V 移载机执行分拣操作（即以 90°
角通过滚筒输送机对单元负载进行
送料和卸料）。货物流动的方向和
方位一旦改变，就意味着直线输送
变成了交叉的或者其它的输送方式。
通过英特诺微型电动滚筒提升移栽
带，使得移载机自身可以并入到输
送线的任何位置，从而轻松实现重
新定位。

规划、设计和安装的
灵活解决方案
是最重要的
采购决策依据。

客户认同：

您的利益

•	最高的不间断分拣性能确保最大

的系统吞吐能力

 不间断分拣模式具有高达 3,600
件 / 小时的吞吐量，确保移载机和
分流机位置不会成为您输送线路中
的大瓶颈。

•	实现快速的系统再配置

 可以增加或调整输送线高性能分流
机（HPD）卡盒模组和皮带移栽机
模块的位置，操作极其简便快捷，
将停机时间降到最低。

•	主从式理念确保最佳能源效率

 多个高性能分流机卡盒模组可由一
个驱动装置进行驱动，降低了投资
和运行成本。

•	可用性最高

 机械设计、真正实现即插即用；较
之同类产品更少的维护和停机时
间，确保最高的系统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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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先的英特诺

模块与子系统的技术中心

位于德国辛斯海姆毗邻海德堡的英特诺技术中心致力于
研发能满足关键内部物流需求的模块和子系统。其中包
括滚筒输送机、皮带输送机、皮带转弯输送机和交叉带
式分拣机。该部门负责英特诺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
技术问题，从产品研发、应用工程、产品制造，到为英
特诺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和客户提供技术支持。

该技术中心占地 15,700 平米（169,000 平方英尺），英
特诺所有的产品都是在那里设计和制造的。垂直式管理
方式确保我们能自始至终严控所有产品的质量，并为客
户提供定制化的工程技术支持。

在新客户中心，客户能看到我们展示的输送机模块、交
叉皮带分拣机和其它关键产品。在英特诺的测试中心，
客户能亲身体验新项目测试。

为满足亚洲和美洲市场的需求，英特诺的德国技术
中心与位于苏州（靠近中国上海）和亚特兰大（美
国乔治亚州）的区域技术中心之间就各类技术问题
和技术专长保持密切的交流，让不同地区的客户都
能从我们全球范围积累的实践经验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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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网络

物联网

工业 4.0： 
谈论一场革命

专家们最近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在一个互联的、智能的世界中，
凭借空前迅捷的数据传输和实时调取所有相关信息的便捷性，企业才能创造
出真正的智能产品。“物联网”正逐步变成现实。物流的复杂度成倍增加；模
块化已成为这场工业革命的代名词。

依托互联网、移动通信以及微机技术，物理信息系统（CPS）已经基本成形，
并且越来越智能。“智能工厂”可以把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设备、仓储系统和操
作方式相互衔接起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对一的信息交互，而 CPS 正是这
一切的心脏。
 
在这种大背景下，订单结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组合的日趋复杂和不可预测
性，无一不迫使物流系统多功能化，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

作为互联化、智能化世界的一部分，工业4.0正在引发物流革命，给
物流行业带来新挑战。

模块化并能根据未来需求扩展

•	系统配置的灵活性确保准确和安全地处理目前和未来
的产品组合

•	模块化设计能确保轻松扩展系统，或者重新布置输送
机，以提高系统性能来满足未来发展需要 

•	最短的交货期确保在工期紧张的项目中完成快速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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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紧凑式设计与高效电机确保节省空间和能耗
•	资深的应用工程师提供本土化的项目规划支持

最高的系统可用性

•	久经验证、高质量的零部件确保最高性能
•	堪称典范的低噪运行和 24V 低压驱动，改善了工作环
境并提高了操作人员的安全性，确保最大的生产力

•	简单的即插即用技术能实现快速安装和干预，确保最
长的正常运行时间

通过独立研发和稳定性提供增值服务

•	开放式的标准确保系统的互用性
•	作为一家真正中立的供应商，英特诺能根据全球任何
系统集成商的要求提供专门定制的产品

•	英特诺久经考验的财务状况和全球可用性让您高枕无忧

英特诺输送机模块：

真正物超所值的投资

“英特诺新型输送机平台的定位非常准确：始终秉承模块化和可扩增性的理念，采用即插即用的模
块和标准组件。我们从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就积极参与了，并就开发理念和改进方向提出我们的
想法。

瑞仕格很欣赏这个新产品开发体系，英特诺主动接触客户，调研市场需求，虚心接受建议和不同
意见。我们坚信未来的内部物流项目必将大大受益于这种新型输送机平台。”

Francis Meier, 
技术中心总经理
瑞仕格股份有限公司（瑞士 Bu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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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Interroll

Established in 1959, Interroll has 
grown to become the world’s leading 
supplier of key equipment for material 
handling. Whether you’re handling 
boxes, pallets, parcels or soft goods, 
no other supplier has such a compre-
hensive range of solutions on o�er.

This is why system integrators, OEMs 
and operators choose Interroll as a 
trusted partner for material handling 
installations, worldwide.

Interroll’s global reach ensures quick 
delivery and superior after-sale ser-
vice for customers,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By helping increase our 
customers’ e�ciency, we boost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today’s high-stress 
marketplace.

interroll.com

Interroll reserves the right to modify the technical 
features of its products at any time. Technical 
information, volumes, data and features are only 
rough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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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会带您领略 
一次3D体验，敬请 
留意14~21页。

关于英特诺

创建于 1959 年的英特诺集团已经
发展成为全世界领先的内部物流核
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供应商。无论
处理的是纸箱、托盘还是软包，没
有其他供应商能够提供如此全面
的产品范围。这就是系统集成商、
OEM 和运营商首选英特诺作为其
内部物流合作伙伴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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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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诺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中山西路 1065 号
SOHO 中山广场 B 座 1801 室
电话：+86 21 8012 2599
邮件：cn.sales@interro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