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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今年初，商务部、工信部和环保部联合发布了《企业绿

色采购指南》，引导企业积极实施绿色采购，推动具有供

应链上下游供应关系的供应商与采购商之间通过绿色采购，

构建绿色供应链关系，建立绿色市场传导机制，推进中国

绿色化发展。

在商务部指导下，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绿色仓储与配送事

业的发展，建立绿色仓储与配送技术设备产品库，为商贸

流通企业、仓储物流企业、工业生产企业实施绿色采购提

供参考资料，积极推进绿色仓储与配送技术设备的普及应

用，中国仓储协会从 2015年 1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了全面征集“中国绿色仓储与配送设备、技术解决方案”的活

动。截止 2015年 4月 5日，共收到企业填报的绿色仓储与

配送技术设备申报表 82份，经“中国绿色仓储与配送专家

委员会”对企业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并在同类技术产品中进

行比较，共评审出 66项作为首批推荐的绿色仓储与配送技

术产品公示名单，接受企业质询与市场评议，公示 30天如

无异义的，将正式纳入《推荐目录》。

《推荐目录》是中国仓储与配送领域与《企业绿色采购

指南》配套资料，收录的产品详细介绍将在“中国绿色仓储

与配送行动计划官网”产品库中同步发布，同时大力向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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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企业、商贸流通企业和工业企业推荐，鼓励企业在产

品采购与项目招投标中优先选用。

《推荐目录》根据入选产品企业填报的资料编辑由于时

间关系疏漏在所难免，希望企业积极反馈意见，积极参与

我们今后的产品征集工作，不断丰富《推荐目录》，为中

国绿色仓储与配送贡献力量！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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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仓库设施与技术

（一）、仓库屋顶光伏分布式发电技术

1、晶澳太阳能分布式光伏发电组件

产品介绍：晶澳太阳能分布式光伏发电组件产品特点：1、组件安全可靠，

电池转换效率高，组件功率高于普通产品；2、基于晶澳太阳能电池的改进技术，

晶澳太阳能组件具有低辐照条件下优异的弱光发电性能，在阴雨天及光线微弱

的早晨与晚上，也具有良好发电性能，节能减排效果好；3、晶澳太阳能组件耐

氨、耐盐雾、耐酸雾，通过了 TUV 认证，减少反射和自清洁的性能减少了灰尘

与脏污带来的发电损失；4、优化的电流分档，有效地减少了系统端的损失，优

异性能确保 25 年的使用寿命。

供应企业：晶澳太阳能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高性能太阳能

光伏产品制造商之一。公司产品销往全球，制造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太阳能

产品，应用于住宅、厂库房屋顶光伏电站发电系统。晶澳太阳能具有电池量产

技术领先优势，光伏发电组件功率损耗低，能量转换效率高。晶澳太阳能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5 月 18 日，2007 年 2 月 7 日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交易代码：JASO）。

联系方式：晶澳太阳能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闸北区江场三路 36号 邮编 200436

联 系 人：李倩    联系电话 18616509003

邮    箱：liqian@jasolar.com

2、英利仓库屋顶光伏发电技术

产品介绍：英利仓库屋顶发电技术包括从高纯硅材料制备、高质量晶体硅

生长、超薄硅片切割、高效太阳能电池、长寿命光伏组件到光伏发电应用系统

各个环节的核心技术，光伏组件产品和技术研发居于国内前列。自主研发的“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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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N 型高效太阳能电池最高转换效率超过 21%，量产效率达 19.7%，是世界

三大高效太阳能电池之一。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容量磁悬浮飞轮储能技

术¡£英利申请专利 1176 项，拥有发明专利 368 项，主持和参与编写国际、国

家及行业标准 23 项，承担国家“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等国家

级项目 8 项，被评为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英利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管理和提升

工作，依托 SPC 系统建立起全程精细化质量管理体系，所有产品质量可控制、

可追踪，提供 25 年的质量承诺。

供应企业： 英利光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光伏发电技术研发，

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能源行业投资为主，集设计、开发、投资、管理于一体的

综合性、专业化光伏电站开发公司，负责对国内外所有的地面电站开发进行管

理， 2012 年 11 月份注册成立，先后在云南、广西、广东、海南、河北、河

南、陕西、山西、宁夏、新疆等 17 省、市、自治区成立省级公司，并积极开

拓国际市场，已经在西班牙、巴西、南非、白俄罗斯等国家开始了地面电站建

设工作，目标是两年内全球除欧美市场，在新兴市场的综合指数下游发电厂要

进入前 10。

联系方式：英利光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北大街 3399号

电    话：+86 (312) 8929831

联 系 人：辜茂军    联系电话：13903035236 

邮    箱：dreaming88@139.com

3、科陆电子：仓库屋顶智能微网技术

产品介绍：仓储智能光伏发电系统结合仓库屋顶实际使用空间与屋顶钢架

结构情况，采用模块式发电、集中并网、集中协调管理的方式，建设分布式光

伏发电微电网。 微电网具有监控系统、能量管理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等。

供应企业：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致

力于为智能电网和新能源应用、节能减排提供整体技术与产品解决方案。企业

成立于 1996 年，于 2007 年 3 月在深圳证交所挂牌上市。目前科陆电子研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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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了十几大类共计 200 多种产品，已形成智能电网、节能减排、新能源并网

及交叉产业的三翼一体发展格局。科陆电子积极推进以产业投资基金等多种形

式的绿色能源金融服务平台，引导各方资金进入绿色能源产业，为绿色能源企

业提供金融服务。 截止目前，科陆电子的分支机构和营销网络遍布国内 30 多

个主要城市，成功进入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注册资本 39969 万元，员

工接近 3000 人，拥有超过 700 人的技术研发团队，在深圳建有近 3.6 万平方米

的研发基地和近 10 万平米生产基地，并在成都、南昌、昆山等城市建有智能电

网大型工业园。

联系方式：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宝深路科陆大厦（邮编：518057）　

联系人：徐震东   联系电话 　18207550212

邮箱：178196258@qq.com

 4、浙江合大光伏陶瓷瓦

产品简介：浙江合大光伏陶瓷瓦项目，曾获得国家能源科技进步奖、世

界自然基金会气候创行项目技术创新奖，同时获得了国家发改委中央预算内产

业化资金支持和浙江省发改委产业化资金的支持，相关产品已通过 TUV、

CQC、ROHS、CE、ISO9000:14000 等认证。光伏陶瓷瓦兼融了传统瓦片的

建筑功能和光伏发电功能，可直接安装于屋顶，实现建筑一体化，具有美观安

全、节能产能、隔热降温、防水防潮、重量轻降低荷载、防爆抗震、安装简单

等功能。已经在浙江省直属储备库中应用。光伏陶瓷瓦的设计使用寿命长达

50 年。

供应企业：浙江合大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产和销售光伏

陶瓷瓦、组件、光伏发电系统设备、及光伏电站投资、建设、运营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拥有 50 多项光伏瓦的国内外专利，是中国光伏瓦产品和建筑应用

两项行业标准的主编单位。公司现有总资产近 12 亿元，公司下设有 10 余家全

资子公司

联系方式：浙江合大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受降镇银湖街道龙溪南路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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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徐铭江   副总经理

电话：15068820088

网站：http://www.hedasolar.cn

（二）、规划与设计节能技术

1、中机六院：绿色仓储与物流中心规划设计与系统集成技术

产品简介：绿色仓库与物流中心规划设计与系统集成技术包括绿色物流园

区、绿色物流仓库、通用仓库、冷链仓库、恒温恒湿仓库、物流配送中心等项

目规划和工程设计及系统集成。中机六院是国内首个三星级绿色工业建筑设计

单位，主编国家标准《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依托多年设计行业积累的经

验，有专门的物流系统研究、设计团队，先后承接了国内 200 余项物流园区与

物流中心的设计与规划，公司是中国仓储协会会员，与仓储协会共同进行《绿

色仓库要求及评价》行业标准的编制工作，积极引入绿色、精益、智能等先进

理念，依托 BIM 技术、仿真技术等设计优势，提供物流、仓储领域全生命周期

整体解决方案。

与中国仓储协会、德国弗劳恩霍夫物流研究院技术合作，熟悉多领域物流

解决方案，熟练掌握物料间的运输方式，如悬挂输送、平车输送、积放链、自

行葫芦、横移车、地拖链、辊道等。公司有单独的工业院、烟草院、医药院、

机械装备所，具有承接涂装生产线、炉窑生产线、汽车生产线、余热利用生产

线、物流设备及生产线、工装器具等非标设计能力和加工制作、现场安装调试

EPC 承包的能力，可承接绿色物流系统的集成项目。

公司简介：中机六院创建于 1951 年，是拥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的国

家大型综合设计研究院，隶属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机六院现有 12 个

工程院、5 个子公司、2 个分院、1 个技术中心、3000 多名员工，其中中国工程

院院士 1 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 1 人、英国皇家特许建筑设备注册工程师协会

荣誉资深会员 1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3 人。中机六院拥有国家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是绿色工业建筑国家标准起草单位，

参与了《绿色仓库要求与评价》国家标准的起草。

http://www.hedasol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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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中原中路 191号   邮    编 450007　

联系人：王明磊     联系电话 13592446926

邮箱：WML201106@126.com

（三）、建筑节能技术

1、今腾盛：绿色节能的膜结构仓库

产品介绍：充气膜结构是将膜材固定于地面基础或房屋顶结构周边，利用

送风系统让室内气压上升到一定压力后使膜体内外压力差，以抵抗外力，达到

稳固刚性结构。根据建筑体宽度和建筑面积可采用钢索稳固和网锁稳固方式增

加抵御外力荷载。充气膜结构无任何的梁柱支撑可获得极大地使用空间。充气

膜结构仓储无梁无柱，无需要刚性支撑，全凭气压支承起整个建筑体系的结构

形式，这是超越其他建筑形式的最佳优势。其跨度可以做到 180 米，长度不限

可任意延伸；可以设计成双层保温结构实现一年四季冬暖夏凉，还可以提高仓

储库房的空气质量；可设计成自然采光，白天可利用自然光线，完全达到照明

的室内要求。充气膜结构整体外形的曲面结构的设计，是风阻最小的建筑。充

气建筑的膜材料具有良好的阻燃防火性能。

在环保方面，以环境能源节约为主要特征的膜结构仓储具有如下优势：

一是可以将光伏发电组件集成在膜结构仓库建筑屋顶来提供电力，这一解决方

案将仓库建筑变成一座座小型绿色发电站，不多余占地，免去远距离电力传输

与消耗。二是可以节约土地资源和建筑材料，膜结构仓储土建工程量很少，自

身重量轻、厚度小且有很高的机械强度，承受各种外荷载作用，满足建筑物结

构的安全和使用要求。三是可以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和不需要维护。四是可以

最大效果实现雨水收集为特点的膜结构仓储  五是可以建成最节省照明要求为

特点的膜结构仓储等。

供应企业：北京今腾盛膜结构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6 月 18 日，

主要从事膜结构、充气膜结构、篷房结构、环保设施方案设计，结构设计，静、

动力计算分析，膜材的裁剪设计，膜材的加工制作，整体安装以及使用维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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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随着国家仓储行业继续快速，北京今腾盛膜结构技术有限公司发挥在膜

结构技术领域的优势，发展创新型"充气膜结构”和”篷房膜结构”仓储，具有节

能降耗的独特优势，可用于很多临时仓库的建设中，为各类企业提供专业和优

质的服务。

联系方式：北京今腾盛膜结构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定泗路 238号达华庄园一区 3号

邮 编：102209　

联系电话： 010-57241068 

2、雅上篷房：仓储篷房

产品介绍：雅上快速可移动仓储篷房属于临时移动建筑，采用德国先进

技术工艺，为物流及制造企业提供提供灵活的移动空间，以实现企业在战略调

整及规划上更多的灵活性。该类仓储建筑主体采用高强度铝合金型材，围护采

用环保的 PVC 涂层布及各类硬体材质墙体，具有快速搭建、方便移动、造价经

济、方便定制、循环使用、单元化组合等特点。

快速可移动仓储篷房技术解决方案主要解决企业仓库稀缺不够用、建仓

周期长、土地审批难、空间弹性不足等难题。在节能环保方面主要体现在其高

残值回收再利用，可实现多次重复使用。

企业介绍：深圳市雅上篷房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5 月，是深圳市

首家集篷房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租赁为一体的专业篷房生产商。成立

10 年来，雅上凭借创新的篷房解决方案，服务于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000 多家大中型企业。2012 年，首家海外代理商在墨西哥设立，雅上迈出了国

际化战略标志性的一步。2012 年，雅上凭借为某世界 500 强企业研制的行业最

大跨度车间篷房和国内最高高度恒温仓储篷房，跻身世界篷房行业最前列，带

领中国篷房企业奏响了篷房工业应用的新篇章。

联系方式：深圳市雅上篷房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深圳市观澜镇茜坑社区佰公坳工业区 5巷 6号

邮    编：5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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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徐江军     

联系电话：13714287267

联系邮箱：jiangjun.xu@szyashang.com

（四）、仓储照明节能技术

1、中长 ELI物流仓储高效变频照明灯具

产品介绍：中长 ELI 物流仓储高效变频专业照明灯具，是一种全新的、高

效率的专业照明灯具，具有优异的照明效果，应用在普洛斯宁波北仑物流中心、

中国邮政宁波/杭州速递中心、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等单位，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得到了资深照明专家、中国航空工业设计院总设计师、国家室内照明委员

会主任任元会先生的好评。该灯具具有下列 5 大特点：

一是光照舒适、均匀，照明面积大；二是使用寿命长达 10 年，免维护；三

是特有的永明灯结构设计；四是高性价比，价格优势明显；五是节能效果特别

突出。以在普洛斯北仑物流中心的实测使用效果（见附 2），在达到均匀照度

超过 200LUX 的情况下，实际照明功率密度仅为 3.2，相比于国家该照明设计允

许值 7~8 的规定，节能效率超过 50%左右，相比于常规石英金卤灯，节能率约

在 50%，节能效果突出。经对比试验表明：照度设计≥165lux 的 5400㎡通用标

准仓储中，采用 ELI GDD-YZ4X45W 专业仓储照明灯具，相比采用某品牌石英金

卤灯，如果按照上述时间使用，每年可节约电费为 5 万多元，节能效果非常显

著。

供应企业：浙江中长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原为青岛中科天为光电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照明物联网、电子光源、电力电子芯片研究开发的科技型公司，

公司致力于在照明物联网系统、电子光源技术、专用电力电子芯片等方面研发，

2014 年青岛中科天为光电有限公司整体搬迁到浙江省长兴县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公司重新注册为浙江中长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浙江中长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太湖大道 科创园 A幢二层

电话：0532-651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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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32-6511077

2、“LightCatcher”---仓储智能日光照明系统

产品简介：LightCatcher 技术采用智能镜面及其技术为基础的系统，把更

多更好的日光带进建筑物。基本原理：聚碳酸酯光穹顶集成的镜面寻找最佳的

光点，通常是太阳。但如果太阳被云层或障碍物遮挡，LightCatcher 自动寻找

其他光点。镜面捕获传入的日光后，将其反射，过滤，通过光束放大，然后扩

展到整个仓储建筑。一个小的太阳能集成电池板可确保 LightCatcher 工作完全

独立，而无需连接到电网。

LightCatcher 提供优化后的日光照明，使用了 LightCatcher，照明灯平均

每天可以关掉至少 10 小时，通过这种方式，每年可以节省高达 3,650 小时光

照的能源。只要 1.6 平方米的屋顶开口面积就可以为 60 至 120 平方米的建筑

面积提供了充足的光线。使用了 LightCatcher 平均两到四年的成本回收期（有

时甚至更短）。LightCatcher 是目前唯一的可享有欧洲多种补助的光穹顶，在

一些国家，补助金可以覆盖 18 至 50％的成本。

LightCatcher 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是 100％的生态友好和环保的。

在整个生命周期的 LightCatcher 不使用一度电，也不排放一克二氧化碳， 自

主工作，并不连接到电网。一个 1000 平方米的建筑，使用 LightCatcher 可减

少高达 45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外层穹顶由高品质的聚碳酸酯保护，防止泛黄和污垢。由于其光滑的圆形

表面，污垢不容易沾上。雨水冲洗就可以使 LightCatche 保持干净，

LightCatcher 也从设计上保证不产生噪声。

供应企业：EcoNation 成立于 2009 年，位于比利时根特，其产品

LightCatcher 销往全世界。LightCatcher 是一个具有专利保护的光穹顶，通过

旋转镜面接收光线。该公司的这一创新产品获得了许多国际大奖。最新的奖是

在 2014 年 12 月利马气候峰会上获得的。LightCatcher 被广泛应用在 15 个国

家的工业和公共建筑上，包括 Lidl, Total, Samsonite, Sita, Umicoreenmany 等

公司。

本产品由吉是（中欧战略）投资咨询公司推荐，吉是公司由在中欧合作



15

领域享有盛名的 CHRIS MOREL先生创立。CHRIS MOREL先生曾先后获得其“中

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奖”、“上海市白玉兰奖”、“上海市荣誉公民”“北京市

荣誉公民”等多项荣誉。目前 Christian Morel担任中欧管理中心主席、比利

时中国商会的副主席、安特卫普市长高级顾问等职务。

吉是（中欧战略）投资咨询公司致力于为中欧企业提供切实有效的商业

平台，公司业务包括跨国兼并收购、合作咨询、业务拓展和管理咨询等，主要

从事领域为新能源（太阳能、电动汽车）、高端装备和技术（物流、通讯）、

快速消费品（奢侈品牌）等。公司目前在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法国和中国

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

联系方式：吉是（中欧战略）投资咨询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浦东郭守敬路 498号 21号楼 103室

电话：+ 21 20221266

邮箱：jennifer.lu@chess-nv.com

3、迪森仓储照明系统

产品介绍：迪森仓储照明系统可适用于冷库、普通仓库照明，具有防爆、

防水、防摔、耐低温、超长寿命、高功率、超强照度等优点。高效节能，1平

米 1天 12小时照明电费小于 1分钱。在同等装灯高度和同等照度条件下，迪森

COB球泡灯与其他等比较年耗电量和寿命均具有较大优势。

供应企业：惠州迪森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科技创业中心 B栋 519

联系人：杜卫雄     联系电话：18927392797

邮箱：dedoado@163.com

（五）、冷库建筑节能集成技术

1、京科伦节能智能立体冷库技术

产品介绍：京科伦智能立体冷库技术集成了很多绿色节能的先进技术，主

要有如下技术优势：一是堆垛机采用轿厢配重技术，在轿厢系统加装一套配重

mailto:jennifer.lu@chess-n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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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使提升电机功率减小一半；同时，采用伺服驱动，双排链条提升，不仅

运行更平稳，并且更加节能；二是伺服电机驱动，不仅所用电机功率是市场上

其他厂家的电机功率的一半，而且货物行进时更加平稳，停止时货物的惯性小，

发热和噪音明显降低，高效且节能环保；三是冷库门伺服电机驱动，左右开门，

左右对开技术，开门 2秒，关门 2秒。在货物运行不停止的情况下，直接进入

冷库，同时采取的双层冷库门互锁技术，大大降低冷库冷量外泄；四是采取新

型库架一体，利用库内部分货架作为库体结构的支撑立柱，减少用钢量且增大

空间利用率。五是地面采用筏板基础，保温包结构，筏板基础中的保温层隔绝

了冷库与地面之间的冷量传导；六是仓库采用现场整体发泡技术制作冷库外墙

保温板，并对工艺进行改进，增强了库板稳定性及寿命。

由于采取了以上多项自主研发专利技术，根据对比评测，京科伦冷库节能

降耗达到了国际领先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及市场效应，与传统智能冷库对

比,一般传统智能冷库 1吨 1天耗电量为 0.6（kw／h）,京科伦达到了

0.1（kw／h）,节能效果极为显著。

联系方式：北京市京科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金马工业区

联系人：张继龙　

邮编：Zhangjilong@jingkelun.com 联系电话：18618298086　

2、科陆仓储设施综合节能技术

产品介绍：仓储土建建筑节能技术解决方案（保温隔热技术、绿色建材应

用等），冷库暖通节能技术解决方案（地源热泵技术、空气源热泵技术、水源

热水泵技术、中央空调智能控制技术、分体空调智能控制、采暖技术等）；仓

库库区给排水技术解决方案（雨水与废水收集、中水处理、节水器应用等）；

仓库库区照明节能技术解决方案（智能照明控制、分布式光伏照明技术、

LED照明等）；冷库建筑节能集成技术（地源热泵技术、预热回收技术）；电

机节能技术解决方案（电机变频技术、高效电机应用、直流电机技术等）；冷

链系统综合节能技术解决方案，冷链系统是仓库储存保鲜的重要设备，有中温

机组、低温机组，主要有废热回收技术、系统智能控制技术等；可提供对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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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所有设备消耗的电、气、油等能源做分类计量；对仓储内的变压器低压端的

电流、电压、功率等作监视，实现终端用电监控。

科陆电子综合能源智能管理平台，依靠强大软件支持下的计算机进行信息

处理、数据分析、逻辑判断和图形处理，对整个设备系统作出集中监测和节能

控制；通过计算机系统及时启停各有关设备，避免设备不必要的运行，又可以

节省系统运行能耗。

以上各项技术，须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设备本身的运行情况，实现技术

上的节能与管理上的节能，节能效果明显，整体上在 10%～60%不等。

供应企业：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宝深路科陆大厦（邮编：518057）　

联系人：张志辉　联系电话：15813848297　

邮箱：zhangzhihui@szclou.com

3、丹佛斯冷库仓储制冷系统自动化解决方案

产品介绍：丹佛斯冷库仓储智能自动化解决方案运用时域反射技术进行液

位测量的新型雷达式液位传感器，简化安装和维护流程并使测量准确度确实得

到保证。采用高线性度的电动阀配合新型液位传感器的使用，可以有效发挥电

子液位控制系统的种种优点，在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进一步减小

系统压力波动提高能效，为液位控制系统的节能减排提供了确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

蒸发器中的霜层存在大大地增加了系统的能耗，丹佛斯冷库仓储智能自动

化解决方案的热气除霜自控系统采用了合理的设计方案，具有压力控制能力，

根据系统压力设定值,调节制冷剂量，保证在较低能耗及安全性的基础上有效地

完成融霜程序。在冲霜结束时，通过采用两步开启电磁阀 ICLX来进行控制，既

克服了冲霜结束阶段的压力冲击问题，又保证系统以最快的方式结束冲霜过程，

提高工作效率。

在冷库温度精确控制方面，采用模块化的控制阀主要有两种控制方式，他

们都可以有效的控制稳定的温度，把温度的波动维持在相当小的范围内，从而

在实现精确温度控制的同时达到了节能减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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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制冷系统自动化从安全、节能、提高效率、保证产品质量等方面具

有积极意义，对企业生产过程起着明显的提升作用。冷库机房自动化控制技术

作为先进的生产力一定会促进冷库的产业升级。 

供应企业：丹佛斯是一家全球性企业，共拥有 22500名员工，服务于

100多个国家的客户。丹佛斯提供的创新技术将帮助地球减少能源浪费，能满

足基础设施、食品供应、节能、气候解决方案方面日异增长的需求。产品和服

务应用于制冷、空调、供热、电机控制和移动机械设备领域，也致力于在可再

生能源，以及城市和社区的区域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业务。 

联系方式：丹佛斯制冷与空调控制部

联系人：高云，市场传讯专员，

邮编：gao.yun@danfoss.com   电话：+86 (10) 8535 2376

（六）、其他仓库设施节能技术

1、霍曼：螺旋轨道快速门 HS 7030 PU和 DOBO智能装卸系统

产品介绍：这款快速门通体采用双层钢质保温门板，内部填充 PU发泡材

料。坚固可靠。开门速度最高可达 2.5m/s，满足了客户对快速物流通道，实现

节能和高效两大目标的需求，希望它能够应用于更多的物流企业，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 

霍曼推出的 DOBO智能装卸系统集中了系统工程和人机工程，兼具节能和

高效两大特色的新型产品。首先通过泊车辅助系统可以帮助司机安全泊车，货

车门保持关闭状态。当货车停靠到位后，充气式门封开始充气，将货车车厢的

三边紧紧地包围密封住开始装卸货。待装卸货结束后，先关闭车厢门和厂房大

门，货车再离开车位，在整个过程中车厢与厂房内部始终保持密封状态，不仅

使整个装卸货过程顺畅快速，而且大大降低了能耗，同时也最大限度的减少了

在月台与车厢之间危险地带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 

霍曼还提供更佳的附加保温框，通过隔断热桥的原理，将门框和墙体分隔

开，加装保温框后门的保温密封性能可提高 12% ，在电控系统方面，霍曼为分

节提升门开发了经济节能型电机 WA300系列，能耗极低，待机功率仅为 1W ！ 

mailto:gao.yun@danfoss.com


19

用于实现车厢和装卸货口密封的是霍曼的充气式门封。其出色的密封性，

有效的防止了冷空气进到温暖的室内，或热空气进到冷库内部，从而实现节能

的目的。充气式门封紧紧的包围住货车车厢，对车厢门的开启完全没有影响，

非常适合 DOBO系统等特殊场合。 

供应企业：德国霍曼集团是世界领先的门类产品生产商，产品涵盖工业和

家庭用途。作为德国的跨国企业集团，年营业额超过 10 亿欧元。公司始建于 

1935 年，迄今全球已有超过 6000 名霍曼员工为您提供服务。从 1998 年开始

全面进军中国市场，现今已有超过 500 名员工。我们始终坚持利用最新的生产

技术和制造工艺，向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 

联系方式：霍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市场部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和街 13号 

联系人：宁静   电话：010-87223581

2、优泰门业：工业滑升门、冷库快速门

产品简介：工业滑升门保温性能；U值为 0.84W/㎡/℃；密闭性能：顶部、

底部、侧面、门板连接处保证良好密封，密封材质为三元乙丙，空气密封性最

小可达到 0.43m3/㎡/h

冷库快速门：有效减少跑冷，极大改善结霜现象，减少因叉车频繁进出冷

库空气对流所造成的跑冷和结霜现象；提高通过效率，叉车在过门洞时不需等

待时间，以 2.5m/s的高速度开关门效率，提高了作业效率，降低了能耗。

供应企业：湖南省优泰门业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园金海路 29号 邮编：410000

联系人：陈远江      联系电话：13207318206 传真：0731-82565599

邮编：123170669@qq.com

3、固尔地坪：绿色环保地坪

固尔超耐磨洁净地坪彻底解决了仓库地面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起尘、老

化、不易清洁、需反复修补的问题，为现代化大型仓库、物流中心等提供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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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免维护、永久使用的环保高效地坪解决方案，其具有工艺技术先进、质量

保证长久、施工成本低廉、工期短、节能环保等特点。能够彻底解决仓库地坪

起灰不易清扫、 翻砂破损需常修补等突出问题。与传统地坪修补翻新工艺相比

具有成本低（可降低成本 50％以上）、工期短（缩短工期 60％）、解决问题彻

底（质保期超过 10年）等优势，并可在不影响仓库正常运作的情况下灵活组织

施工，施工使用的强化材料为水性无机材料，环保无污染，基本不产生建筑垃

圾。

该地坪的应用可为物流仓储企业打造优美洁净的仓储环境存储药品、食品

等，同时大幅度降低地坪及搬运设备的维护维修费用，改善工作环境，降低劳

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因此，固尔高密强化地坪技术的推广即节能减排，又可为物流仓储企业降

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强竞争力。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供应企业：深圳市固尔地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华中路深华科技工业园 1栋 6楼 6J12

邮编：518001

联系人：李建平      联系电话：18002550767

邮箱：18002550767@163.com

二、绿色仓储与配送技术与设备

（一）、绿色仓储自动化技术与设备

1、无锡中鼎：绿色仓储技术解决方案

产品介绍：无锡中鼎设计生产的节能高速堆垛机是立体仓库的核心设备，

应用于高效率物流仓储系统；本技术通过对堆垛机的关键动力驱动传动装置、

电驱动、机架制作工艺核心技术的研发，满足了现代物流应用的能效要求。本

产品在医药行业、物流配送行业、电子产品行业、快速消费行业、电子商务行

业、铸造行业的初步应用分析：使堆垛机的运行速度提升 30%，其水平最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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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 250 米/分，平均速度达 160 米/分，耗电减少 40%。以单台设备装机

35KW、一个立体仓库平均 5 台计，直接影响整个单位电能分配。 

无锡中鼎堆垛机采用研发专用控制模块，使主运动的两个部分能量回馈，

直接降低能耗 40%。

供应企业：无锡中鼎物流设备有限公司始于 1985 年，位于长三角腹地江

苏无锡，拥有研发营销中心一个、生产基地两个，总占地面积 6 万多平米。做

为国内首批物流设备企业，经过 30 年不断发展，中鼎已成为国内领先的物流

系统集成商和物流设备供应商。公司目前主要经营自动化仓储、输送、分拣等

系统工程一站式总包服务，为客户提供从方案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调试→售

后服务为一体的系统解决方案，涉及食品、药品、汽车、电力、机械、造纸、

烟草、能源化工等各领域，相关工程案例达 500 多个。

联系方式：无锡中鼎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惠山区洛社双庙工业园大槐路 5号

电话：0510-83831889

2、东杰智能：miniload 堆垛机/托盘堆垛机

产品介绍：miniload堆垛机立柱采用铝合金材料，与传统堆垛机相比铝合

金材料具有极佳的加工性能，大大降低了堆垛机整机重量，使得驱动马达小型

化，降低了堆垛机的整体功率；减少了各部分金属材料的使用，提高了强度、

刚性，更加节能。其二是堆垛机上横梁安装有抗摇摆驱动，保证在接通电源时，

上、下横梁同步运行，避免了不同步时产生的震动和摇摆；制动时上、下部驱

动一起制动，避免了由于惯性导致的摇摆，缩短了堆垛机运行的循环时间、提

高了定位精度，使得堆垛机的运行更加平稳可靠。其三是采用高效能电机堆垛

机采用高效能电机，较普通电机，降低损耗约 4%左右。其四是 miniload堆垛

机水平电机采用直流伺服电机双闭环控制，具有高效率、高转速等特点，因此，

在重量相同的条件下，利用其高转速特性可以获得数倍于交流电机的功率。其

五是控制方式为伺服控制，消除了低速区，动态响应快、抗干扰能力强，缩短

了循环时间，使定位更准确（由原来±5mm，缩小为±2mm）、时间缩短为原来

的一半，运行时更节约能源。



22

miniload堆垛机还采用了能量回馈技术，通过自动检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

电压，将变频器的直流环节的直流电压逆变成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的交流电压，

经多重噪声滤波环节后连接到交流电网，从而达到能量回馈电网的目的，有效

节省电能。如堆垛机在垂直方向下降时，电机所产生的电能储存在直流母线中，

通过能量回馈单元，再把这部分电能提供给水平运行的电机，能有效节省

11%的电能，从而达到节省电能的功能。

在清洁与环保方面，采用国内先进的喷塑生产线，将原来十几道涂装工序，

简化为现在的三道工序，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相比传统油漆对环境和人体造

成的伤害，先进的喷塑生产线具有自动涂装机械和回收循环系统，将原料利用

率由 50%提升到 95%，节约了能源和资源，并满足了绿色、环保的要求。

根据使用测试分析，在确保提高堆垛机工作性能的基础上，通过采用高效

能电机，较普通电机，降低损耗约 4%左右；采用能量回馈技术，能有效节省 11%的

电能；通过重量减轻，其水平驱动电机和垂直提升电机的功率相对降低约

35%左右。

供应企业：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OMH)总部和技术中心坐落

于太原市尖草坪区，生产基地位于太原市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资产规模近 3亿

元，年产值近十亿元，拥有员工近 2000人。公司自成立以来每年都有多项新产

品和新技术问世，智能仓储及物流配送系统等多种新产品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新

产品的称号，许多新产品和科技成果的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联系方式：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太原市新兰路 51号   

邮编：030008    电话：0351-3633918  E-mail：info@omhgroup.com

3、东杰智能：新型摩擦式升降机

产品简介：新型摩擦式升降机是一种全新结构的升降机，是传统链式升降

机的替代产品。新型摩擦式输送系统遵循“减量化”的原则，取消了链条，采

用带式结构，提高了设备的运行速度，将运行速度从 30m/min提升到

60m/min。使用了配重结构，使提升电机小型化，降低了电机的功率，使得能耗

大幅度降低。采用摩擦式皮带传动，取代了链条，因此减少了由于润滑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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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污污染。设备机架采用先进的表面喷塑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具有自动

涂装机械和回收循环系统，将原料利用率由 50%提升到 95%，节约了能源和资源，

并满足了绿色、环保的要求。

联系方式：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太原市新兰路 51号   

邮编：030008    电话：0351-3633918  E-mail：info@omhgroup.com

4、北京高科绿色自动化仓库系统

产品介绍：北京高科绿色自动化仓库系统采取了系列的节能降耗技术，是

绿色仓储系统集成技术。在钢结构货架方面，采用了绿色环保的生产工艺；在

巷道堆垛机方面采用了高效节能电机，升降机构采用配重曳引轮，曳引配重方

式，电机功率减小超过一半，可节电 60％以上,带来很大的节能降耗效益。此

外，升降导轨采用电梯专用导轨，导向轮组采用专用支撑滚轮轴承，货叉采用

欧洲链式传动、薄型双叉式结构等，均尽量采取了节能设计原则设计。

立体库托盘采用了冷轧薄钢板，经轧制组焊而成。其中北京高科自行设计

制造的由 Z/U型加强筋、面板、矩形管焊接而成的托盘，有省材料、强度高、

寿命长的特点，标准化程度高，可实现托盘的循环使用。

供应企业：北京高科物流仓储设备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原北京高科物流

仓储设备技术研究所）,是国内开发研制自动化立体仓库物流仓储设备系统的单

位，专业从事企业自动化立体仓库(含配送中心)物流仓储系统规划设计、系统

集成和项目实施。拥有自己的生产制造基地。其产品应用于机械、电子、电气、

电力电网、石油石化、化工、造纸、煤炭、医药、食品、轻工、烟草、纺织、

建材、航空航天、军工、部队、铁路、民航、航运、港口、保税、储运、冷藏

等各行业，曾成功开发研制了国内最先进的基于自动化物流仓储系统、符合现

代物流与电子商务体系的第三方物流配送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天津港保税区国际

物流中心项目)，获国家机械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优秀工程设计奖。

联系方式：北京高科物流仓储设备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5号 10-906＃

联系电话：010-82561897   1391126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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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82563983

5、今天国际：背叉式激光导引 AGV（ALF12-1）

产品介绍：背叉式激光导引 AGV在仓储物流自动化系统中，作为柔性搬运

的重要设备，起到降低人力成本，提升仓储自动管理水平的作用。相对于传统

的 AGV产品，针对未来绿色节能降耗的需求，ALF12-1型背叉式 AGV作了以下

三个方面的主要改进：一是动力源采用磷酸铁锂动力蓄电池，容量为 200Ah；

二是设计上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金属附件，整车重量由全金属设计的 1.22吨降为

1.02吨；三是行走电机采用三相异步交流电机，控制方式及模块也变为交流伺

服驱动控制和逆变后伺服控制模块；

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改进，ALF12-1型背叉式 AGV绿色节能特点主要体现

以下三点：1、磷酸铁锂绿色蓄电池的使用，避免了传统铅酸电池的重金属和有

毒物质污染的风险，同时也降低了蓄电池的重量，结合整车减少金属覆盖件附

件的设计，实现了节能降耗。2、AGV上的主要耗电器件（行走电机），由传统

的直流电机变为三相交流低压异步电机，不仅仅节省能源，也增加了转速，提

升了 AGV最大运行速度的性能指标。

按照同类同级 AGV，如果采用直流永磁电机作为行走电机，测量分析：

ALF12-1型 AGV与以往同级产品的比较，在正常运行时平均电流节省 15.7%

供应企业：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天国际”

）于 2000年在深圳成立，并在昆明、合肥、厦门等城市建立了区域销售和技术

服务中心。

今天国际是一家专业的自动化物流系统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具体包括自

动化物流系统的规划设计、系统集成、软件开发、设备定制、电控系统开发、

现场安装调试、客户培训和售后服务等一系列工作，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仓储、

配送自动化物流系统及服务。今天国际所提供的自动化物流系统综合解决方案

广泛应用于食品冷链、文具、家具、电力、电池、石油化工、通讯、电子、烟

草、医药等行业。

联系方式：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宝安广场 A座 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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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755）25161222    传真：（86-755）25161166

客服热线：400-613-6656    邮编：518020    官网： www.nti56.com

6、胜斐迩：胜斐迩 Exyz--高效率的托盘堆垛机

产品介绍：胜斐迩托盘堆垛机 Exyz，是基于标准组件相结合的定制化生产

的设备。作为模块化系统，该设备能够根据客户个性化的需求在最短的时间内

建造 8至 45米的立库。创新的设计使托盘堆垛机 Exyz显有高效率、高灵活性

和大存储量的特点。                                                                                                                                                

与传统设备相比，胜斐迩 Exyz堆垛机能够节省 25%的能耗，大大降低运营

成本。其节能设计有以下几方面：1、通过最小化自重设计和内置平衡重，减少

垂直方向的驱动，从而降低能耗；2、具有独特的防晃动系统，减少堆垛机存取

循环时间和能量消耗；3、运用 DC直流连接和主供电反馈技术，堆垛机在水平

和垂直方向运动时，可互相转换能源，并回收利用剩余能量；4、升降结构的导

轮使用高密度复合材料，而非一般使用的尼龙材料，这种材料 使摩擦损耗最小

化，显著降低了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音污染。

供应公司：胜斐迩公司 1937年创立，胜斐迩致力于制造高质量的工业仓储

物流设备及自动化物流管理系统，被誉为“解决存储问题的专家”。胜斐迩连续

8年排名全球物流系统供应商第一名，是全球最大的仓储物流设备制造商。胜斐

迩集团属下 50多家分支机构的 9000多名员工分布于全球四大洲的 50多个国

家。目前，胜斐迩在亚洲的生产和供货由其设立于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工厂直接完

成，诸多国际知名公司的在华企业都已成为胜斐迩在中国的客户。

 联系方式：

电话：+86-021-5308 3678

邮箱：shanghai@ssi-schaefer.cn

7、Spaggiari 绿色自动仓储集成技术

产品介绍：Spaggiari自动仓储集成技术包括各种技术先进自动仓库集成，

如自动多轴起重机，堆垛机，自动垂直回转仓库，翻转抽屉，母车/穿梭车，运

输和装卸，码垛等，其中采用了多种节能技术，如：自动和垂直存储系统，具

http://www.nti56.com/
http://www.ssi-schaefer.cn/javascript:linkto_uncryptmailto('ftbemh3kxzbhgtefdmztllb6lvatxyxk7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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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翻转或提升的抽屉，用于存储小器皿、包装或未包装的货物、模具、工具、

棒材和长物料、包装板等；堆垛机带有 3直线轴和转向载货台，采用了刹车和

下降蓄能，起升和上升释放蓄能等；采用 “母车/穿梭车+卫星车”技术，可用

来存储放置在托盘和箱子上的各种类型产品，极大节省仓库面积，提高仓库空

间利用率。

供应企业：METALMECCANICA SPAGGIARI成立于 1976年，主要从事工业工

程领域提升和储存业务，公司始终秉持创新理念，一贯严格控制产品质量。为

了向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对每个客户的需求都独立进行分析，并可以提供多

个解决方案备选，我们的目标是给出一个交钥匙解决方案，帮助我们的客户在

工作优化，安全和节能等方面获益。本产品由吉是（中欧战略）投资咨询公司

推荐。

联系方式：吉是（中欧战略）投资咨询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浦东郭守敬路 498号 21号楼 103室

电话：+ 21 20221266

邮箱：jennifer.lu@chess-nv.com

8、德马科技：高速蓄能多楼层垂直提升机　

产品简介：高速蓄能多楼层垂直输送机采用钢结构框架组合式而成，设备

组成包括外框架、载货部、配重部、驱动部、载货输送机等。

输送机除了通过配重的合理设计实现节能外，还通过能量回馈装置，将下

降中的能源回收再生，并再次回馈到电网中实现节能；该种方案安全，发热量

小，且能起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供应企业：德马成立于一九九七年，十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物流自动化领域

的技术开发、产品制造及多层次的客户服务。秉承为客户的物流系统持续创造

竞争力的理念，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和能力，成为中国知名的物流自动

化装备提供商和服务商。目前，德马集团有四个制造基地，一个海外组装工厂，

在国内外有三十多个销售、服务的分支机构。

联系人：周炳华  电话：800 857 3811

产品资料索取：zhoubinghua@damon-group.com

mailto:jennifer.lu@chess-nv.com
mailto:zhoubinghua@damo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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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沃克金属：自动化仓库堆垛机蓄能技术

　产品介绍：沃克金属自动化仓储系统中，堆垛机采用的减速电机能效等

级为 IE2(效率为 86.6%)，本身即具有节能效果，此外，还采取了堆垛机蓄能技

术，堆垛机载货向下运动或制动时进行蓄能，并将制动产生的能量得到回收利

用，系统的效率大大提高。

在采用堆垛机配合智能穿梭车贯通式货架的自动化仓储系统中，采用密集

贯通式货架与智能穿梭车，达到最大化节约仓储空间和提高物流作业效率，实

现节能降耗。货架生产过程通过标准化技术实现货架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节能降耗。利用镀锌钢板等材料来轧制贯通式货架的穿梭

车运行轨道，免去贯通式货架轨道的喷漆环节，降低成本，减少污染，货架质

量及防锈效果比喷涂的还好。

供应企业：河北沃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河北沃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新河工业园区时代路 68号    邮    编：051730

联系人：周道明    联系电话：15383991825

邮编：hgls-cc@hbgysw.com

 （二）、自动输送分拣系统节能技术与产品

1、德马科技：高速交叉带分拣系统

产品介绍：交叉带分拣系统主要有供件、分拣主机、下件及控制系统四个

部分的组成，采用了系列的技术措施实现节能。如：选用高效节能电机及合适

的减速机，传动效率达 97%，同时降低 15%的电力消耗。通过休眠控制模式，分

拣过程中 5分钟无物件即休眠，节省能量；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减小供包物件

之间的间距，增加供包效率以减少电力消耗；采用软启动方式（VFD）降低电力

力消耗；采用低能耗环线驱动技术实现节能；机械结构中的行走小车、导轨等

大量采用新材料新工艺，降低零部件运行噪音及摩擦系数，从而实现节能的功

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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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企业：德马科技（企业介绍略）

联系人：马贤祥  电话：021-64855075

产品资料索取：zhoubinghua@damon-group.com

2、德马工业：节能电动辊筒

产品简介：2012年德马工业推出了新一代直流 24V智能型电动辊筒，以无

刷直流电机技术来设计电动辊筒,采用微处理机的工作原理。可为客户们带来：

极高的速度和强大的扭矩、直径 50的规格最高速度可达 300米/分钟、极低的

能量损耗三大主要特点。其中根据直流 24V电动辊筒和三相交流减速电机电流

的消耗对比中可以看出：在输送机总长度:63m，周转箱尺寸: 最小：

200x600x500；最大：300x1080x900，输送能力: 1,350 箱/小时，每箱的重量: 

30 - 80kgs同等条件下运行一天时间，德马 DC24V电动辊筒可以节省 59千瓦

的用电量，一年可节省 21451千瓦。如将电动辊筒的运行方式设置为“运转仅

在需要时”，电动辊筒消耗的电能将比上述的更少。也就是终端客户可以节省

更多的用电成本，为环境的保护做出更多的贡献。

电动辊筒结构的优化和改进，使辊筒运行噪音更低、便于组装、安全性好、

节省空间、控制精确等优点。针对直流 24V电动辊筒而设计的独特的动态“刹

车”功能的独特设计，降低了制造成本，同时也降低了使用运营的能耗和成本；

符合绿色制造和绿色使用的理念。

供应企业：浙江德马工业设备有限公司是德马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自

1997 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广泛行业带来高品质的输送辊筒产品及技术服

务。德马带来的输送辊筒解决方案，主要用于食品、医药、烟草、服装、邮政

快递、物流配送、生产制造、橡胶、机场地勤等各种工业领域。为客户带来超

过 40 类产品系列，涵盖了用户所需的各种规格。目前产品销往欧美、日本、澳

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德马建立起 11000 平方米的生产基地

联系方式：浙江德马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埭溪镇上强工业园区

电话：0572-3826065/066

mailto:zhoubinghua@damon-group.com


29

传真：0572-3826080/071

3、德马镀锌滚筒

产品简介：德马工业有一种兼备着直接镀锌辊筒特性且又有着更高性能的

双面镀锌辊筒。双面镀锌管是采用双面镀锌板加工而成，双面镀锌辊筒的环保

钝化剂可进行各种钝化处理，镀液无毒无害，符合环保要求。环保镀锌的特点：

耐腐蚀性强，表面合金层均匀致密，金属基件结合强度高，不起皮、不脱落、

永不生锈；既保持了金属基件原机械性能，又增加了耐磨性、耐腐蚀性、厚度

可控、无毒无味、无三废排放；对人体不造成危害，对环境不造成污染， 环保

节能、表面质量稳定、缩短交货周期、降低成本，属国家提倡推广的绿色环保

产品。

供应企业：同上

联系方式：浙江德马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埭溪镇上强工业园区

电话：0572-3826065/066

传真：0572-3826080/071

4、东杰智能：箱式输送线

产品介绍：东杰智能的箱式输送机运用输送线的连续或者间歇运动来运送

各种轻重不同的物品，可以输送各种纸箱、包装袋等单件重量不大的货物，用

途十分广泛。

箱式输送机上采用了多点小功率驱动，正确区分了驱动装置的静止和运动

状态，保证了驱动装置每次动作都在做功，将无用的功耗降低在 1%以下，耗能

仅为传统设备的 60%左右。箱式输送线上采用电动滚筒驱动，具有结构紧凑、

能耗低、传动效率高、噪音低、使用寿命长、运转平稳等特点。

产品采用摩擦驱动技术，噪音低，速度快，大大的改善了工作环境；采用

铝合金机架，具有极佳的加工性能，良好的抗腐蚀性，高强度、高韧性及加工

后不变形。 

供应企业：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OMH)总部和技术中心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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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太原市尖草坪区，生产基地位于太原市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资产规模近 3亿

元，年产值近十亿元，拥有员工近 2000人。公司自成立以来每年都有多项新产

品和新技术问世，智能仓储及物流配送系统等多种新产品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新

产品的称号，许多新产品和科技成果的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联系方式：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太原市新兰路 51号   

邮编：030008    电话：0351-3633918  E-mail：info@omhgroup.com

5、德马泰克：滑靴分拣机

产品介绍：德马泰克滑靴分拣机采用了非接触驱动的直线感应电机，借助

并行分流模式，紧密分布的货品能被准确无误地分拣。全新的一体化控制使整

个系统的整体运作井然有序，从而杜绝了高速时的积放问题，在低速时也维持

高分拣率，自动变速控制不但优化货品处理而且减少电力消耗。

零积放式皮带输送机处理纸箱货品很平滑，合流控制十分有效，能非常顺

畅的发放合流纸箱，合流后的纸箱间隔小而安全，恰到好处。是一款高效、精

确并节能的输送系统。

分拣机配备了新的实时分拣控制系统，开放式结构，网络式驱动，提供先

进的动力系统并具备故障排除能力。该系统有广阔的扩展空间，支持类型各异

的系统解决方案，是自动化集成仓库系统的核心绿色产品。

供应企业： 德马泰克是物流自动化系统和解决方案供应商。作为系统集

成商，德马泰克提供一整套的技术与服务，从独立的产品和系统到整体集成解

决方案，以及完整的额客户服务与支持。德马泰克为电子商务、零售、快递、

第三方物流、食品与饮料、医药、电力、制造等各行各业提供自动化物流输送

产品及解决方案。德马泰克全球拥有员工 4000 人。

联系方式：德马泰克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雍容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昆路 1500号申虹国际大厦办公楼南区 707-723室

电话：021-6086 9999（总机）或 021-6086 2870

mailto:info@omh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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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昆山同日：智能物流系统

产品介绍：智能物流系统里包含以下产品：滚筒输送机、皮带输送机、托

盘输送机、分拣机、图书输送分拣设备、自动化生产线、控制技术等。智能物

流系统可以大大降低人工操作，完成机械化操作，设备是对人体无害，对环境

影响小，产品结构简单而不降低功能，可循环使用回收的物流设备。电机与减

速器节能技术：如：先进的直流电机等技术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消耗；镀锌滚

筒：采用镀锌钢板生产滚筒，免除电镀环节，降低污染，质量好，价格低，节

能降耗，输送系统综合节能技术：通过科学设计与合理施工，实现输送系统的

节能。

供应企业：昆山同日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为工厂及物流中心设计、制造、

安装物流输送分拣设备及装备集成；自动化生产线；图书输送分拣设备。公司

专注于物流输送分拣装备行业超过 10 年，是集规划、研发、设计、制造、安装、

调试、售后服务的机电一体化设备制造商。产品主要用于电子、IT、医药、烟

草、服装、五金、百货、图书、电子商务、轮胎等物流配送中心（仓库）及生

产工厂。企业通过 ISO90001 质量认证。

联系方式：昆山同日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昆山市淀山湖镇丁家浜路 3号 邮    编：215345　

联系人： 盛海珺　     联系电话：152 2129 8768　

联系邮箱 Haijun_sheng@tungray.com.cn

（三）、其他自动仓储节能技术

1、基于 TE传感器配合的施耐德变频器节能方案

产品介绍：变频器是工业传动控制的主要设备之一，变频调速具有良好节

电效果。施耐德变频器因其优良性能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自动化仓储设备等

工业领域。

传感器是自动化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为实现自动控制进而达到节

能增效的目的提供了先决条件。施耐德 Telemecanique(简称 TE)传感器是全球

自动化品牌，也是施耐德电气的核心品牌之一。对于仓储物流行业，TE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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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以提供光电开关，接近开关，限位开关等满足常见应用的检测产品，更

研发出辊式传感器，跑偏开关以及测速开关等特有的检测方案。先进的 RFID系

统也为建立可追溯的仓储系统，提高仓储物流行业的运行效率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仓储系统中，常见的变频器应用有托盘式堆垛机，小件堆垛机，穿梭车，

自动导引搬运车，提升机等，大大提高仓储空间的利用率，所有运动控制系统

在传感器的支持下采用变频调速方式，更加节能增效。

2、施耐德：仓储系统伺服产品节能方案

产品介绍：施耐德伺服电机可使控制速度，位置精度非常准确，可以将电

信号转化为转矩和转速以驱动控制对象。在自动化仓储中，施耐德伺服电机与

拆垛机、输送线结合，采用 PLC与人机界面，自动化程度高，运行平稳，适用

于啤酒、饮料、食品、制药行业，对各种玻璃瓶、易拉罐、塑料箱、纸箱等进

行分层拆垛处理，具有极为优良的节能效果，还可减少接线，减少安装时间，

减少控制柜空间，减少控制柜温度，系统成本可降低 30%。

供应企业：全球能效管理专家施耐德电气基于对国际和中国市场绿色标准

的深刻理解，以及创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打造符合中国以及国际市场多项法

规和标准的绿色认证标志。2013年 12月起在华发布了具有行业前瞻性的绿色

产品认证标志——Green Premium™，为中国企业带来强有力的绿色竞争力。

施耐德电气为 100多个国家的能源及基础设施、工业、数据中心及网络、

楼宇和住宅市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其中在能源与基础设施、工业过程控制、

楼宇自动化和数据中心与网络等市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施耐德电气 2014年的

销售额为 250亿欧元，拥有超过 170,000名员工。

联系方式：

北京：186 1216 7030 成都：186 8369 1867

南京：186 5186 8197 上海：186 1688 5185

网址：www.schneider-electr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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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绿色环保货架系统

1、苏州鼎虎科技：智能穿梭车密集型存储货架

产品介绍：苏州智能穿梭车密集型存储货架系统在空间利用率上有大幅提

高，与一般货架系统相比，空间利用率有 35%-50%提高到 70%-80%；在物流作业

方面。工作效率高，作业方式灵活，可实现部分自动化作业，大大减少作业等

待时间；在安全性方面，减少货架与叉车的碰撞几率，大大提高安全性。对照

明要求相对低，对比其他密集型货架，整体运营及投资成本更低。

供应企业：苏州鼎虎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最早自主开发穿梭车的厂家之

一，在 2010年就开始自主开发穿梭车和配套的穿梭车轨道及相应的货架开发技

术，自主开发的倾斜式穿梭车轨道在 2011年 1月 30日获得了国家的专利证书，

目前这项技术已被国内的其它穿梭车厂家广泛采用。苏州鼎虎科技穿梭车电池

管理系统采用美国柯蒂斯控制器，采用德国 CTD铅晶免维护的蓄电池或采用锂

电池，具有明显的节能降耗效果。

联系方式：苏州鼎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扬和路 9号     邮    编：215122　

联系人：熊正军　 联系电话：17714056470　

邮箱：xiongzhengjun@top-tiger.com

2、六维物流：网络型穿梭车

产品简介：单机用驶入式穿梭小车主要应用于穿梭车货架系统中，可以和

叉车配合使用，也可以配合堆垛机／子母式穿梭车使用。其巷道比较短（一般

约为 30至 50米），其小巧，作业方式灵活，充电方便，可实现货物的先入先

出和后入先出。

穿梭式货架与驶入式货架的对比，在同等的货架高度，同等的存储空间，

穿梭式货架比驶入式货架自动化程度大幅提高，安全性也大大提高，不需要通

过叉车在巷道内进行存取，现只需通过穿梭车进行存取，避免了叉车在巷道中

穿梭而造成的安全事故。六维穿梭车使用的电池是磷酸铁锂电池组。不含任何

重金属与稀有金属，无毒，无污染，符合欧洲 RoHS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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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企业：江苏六维物流设备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是国内最早从

事货架、工位器具、物流系统和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的规划、设计、制造、安

装、调试及咨询服务的最大规模厂家之一，六维拥有多处工厂，占地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拥有连续数控冲压、高精度轧制成型、机器人自动焊接、自动抛

丸、自动喷塑等二十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近百台套金加工和冷作数控通用机床，

形成了各类货架、堆垛机、输送线、穿梭车、穿梭板、旋转平台、高速提升机、

形位检测、拆叠盘机等硬件设备的强大制造装配能力，自成立以来，六维已承

建了上万个仓储物流自动化和货架工程。 

联系方式：

电话：400-997-9161

Email：market@nova-china.com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1 1 8号紫金西城中心 l栋 9楼

传真：025-51873970

3、音飞货架：智能穿梭车与密集型货架系统

产品简介：穿梭式密集型货架集成系统是以穿梭车为核心的自动化密集仓

储系统。主要形式有穿梭板车与叉车，穿梭车结合堆垛机集成系统，穿梭板车

结合穿梭式母车、设升降机的集成系统。自动化密集仓储系统改变传统货架仓

库格局，无需预留叉车驶入通道，仓库面积得到充分利用，库容增加 50%，最

大化利用土地资源。

音飞货架生产采取了多项节能措施，如：在生产环节利用隔热保温技术、

热量循环技术、减少传输损耗技术和变频调速技术从整体上对厂房和产线的安

装建设进行了节能改造。公司通过优化项目建筑密度、容积率等指标强化土地

的集约利用，采取标准化厂房建设，最大限度地集约利用土地，大力扩展园区

绿化，净化空气，提高产品质量。

     供应企业：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专业从事仓储

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标准货架、阁楼货架、立体库高位货

架、各类自动化设备等。在南京市、溧水、天津、重庆建有四大生产基地。

2014 年，音飞成功推出自动化密集存储系统和多层穿梭车拣选系统。解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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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物流企业的用地紧张、人手不足、成本上升等诸多问题。

自公司成立以来，已承接了万余项仓储工程，为苏宁、唯品会、当当网、

通用汽车、一汽大众、中石油、中石化、联想、可口可乐、博世等国内外知名

企业提供产品与服务。

联系方式：

地址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殷华街 470号 

电话 ：025-52726366

E-mail：sale@informrack.com

4、久威智能穿梭车与密集型货架系统

产品介绍：久威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穿梭车外壳采用新型高分子材料外壳总

重量比同类产品减轻 25%，车身整体抗冲击力提升 45%，电池效率增加 20%，推

重比超越同类产品 1倍，是低碳环保的绿色科技产品。

主要特点有：大容量可更换式铁锂电池。（60Ah或 80Ah）；新型高分子材

料外壳，减轻总重量，抗冲击，耐候性好，环保；整体顶升方式，导轨有效高

度小（145mm）。导轨截面小，有利于降低成本；穿梭车无前后方向，车体能智

能感应前后方向，自动辨认初始导轨走向；激光加编码器自动定位，定位精度

高（小于 10mm）；大功率遥控器，遥控距离达到 100米。穿透性好；遥控器一

对多设计。操作上化繁为简；自动记忆原点，原点回位自动减速系统；载重速

度自主稳定控制系统，速度自动补偿，不会因电池消耗使载重时的速度减慢；

多段式导轨状态控制，速度在线显示功能，激光前后定位；4小时快速充电，

充电智能化，充电器小巧；穿梭车推重比大：最大为 1:10等。

5、久威仓储：标准货架

产品介绍：标准货架的生产可以提高客货架使用互换性，目前很多客户的

库房不止是一个，库房也多数是租赁，经常变更库房地址，这样通过标准货架

的使用，可以减少客户的浪费，提高客户货架使用的统一性、互换性，对客户

来说降低成本同时也达到了节能降耗。对供应商来讲实行标准化货架，有利于

减低陈本，同时有利于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提高效率，实现节能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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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企业：北京久威仓储设备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4年，是以物流设备、立

体仓库等各类货架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运输、安装为一体的专业

企业。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和技术研发、设计团队，拥有十多条货架制

造专业生产线，拥有 ISO9001:2000等多项国家政府和行业权威机构颁发的认证

证书和各项荣誉证书，并且拥有自主进出口权，已出口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

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和好评为国内知名企业完成数千个大型仓库、物流配送中

心工程，并且远销美国、英国、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古巴等国。

联系方式：北京久威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金星乡小白楼路 5号，南苑机场南侧

联系电话：010-61286661    010-61286662   13910517979

企业邮箱：jiuwei@jwrack.com

企业官网：www.jwrack.com

6、永恒力穿梭式存储系统

产品介绍：穿梭式存储系统是密集储存方式之一，即多个存储单元（如托

盘）依次储存在同一个巷道内，并且可以多层存储。永恒力穿梭式存储系统由

穿梭车、穿梭式货架、搬运叉车三部分组成。货位利用率可达 90%，永恒力穿

梭车（UPC）德国原装进口，具有优良的节能效果，具有良好的低温性能。

供应企业：永恒力公司成立于 1953 年，总部位于德国汉堡。作为制造型

生产内部物流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永恒力为客户提供全系列叉车、租

赁及二手车、仓储系统集成、服务和咨询。1997 年永恒力产品中国市场，先后

建立了位于上海的中国总部，以及分布在华北、华东、华南的数个分公司。

2013 年，永恒力位于上海青浦的新工厂正式投产，这将意味着永恒力有足够信

心来应对日益增长的内部物流需求！

联系方式：中国总部：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绥德路 2弄 12号     邮编：200331

免费咨询热线：800-820-2370    传真：+86 21 26020301

电邮：info@jungheinrich.cn     网址：www.jungheinrich.cn

微信公众号：Jungheinrich_China

mailto:info@jungheinrich.cn
http://www.jungheinri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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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史必诺绿色环保货架

产品介绍：史必诺镀锌板货架，采用预热镀锌板原材料直接成型，免去喷

涂步骤，成型的产品各种机械性能不降低，而成本降低，达到了以更环保的产

品代替传统产品的目的，史必诺密集仓储系统相较于普通的横梁式货架系统，

允许全自动或者半自动操作，极大的提高了仓储效率，特别是在冷库中的应用，

相同面积的冷库，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存储位，帮助客户节能降耗，并且提高生

产效率。史必诺提供货架租赁服务是循环利用的理念，为客户降低成本，最大

化利用可用资源。

史必诺产品采用机器人生产制造后，生产效率提高 70%；史必诺为客户提

供的密集仓储方案，仓库利用率提高 40%；史必诺采用节能环保燃料以后，废

弃排放量降低 80%；

供应企业：上海史必诺物流设备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的存储设备制造商，

为制造业、物流业、零售业，电商等行业提供自动化立体仓库货架、穿梭车货

架、库架合一货架、托盘货架、搁板货架、阁楼货架、悬臂货架、流利式货架，

工位器具等。所有产品都具有结构稳定、设计新颖、质量可靠的优点。被广泛

用于超市、物流中心、仓库、办公室、图书馆等货物的存储和取放. 

公司自 2003年成立，总部位于上海，生产基地位于上海金山，在上海、华

中、华南、西北及西南设有办事处，共 350多名员工，客户遍及全球。

联系方式：上海史必诺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240号永业商务楼 8楼

联系人：李娟

电话：021-61622305

8、东杰智能：绿色环保货架

产品介绍：1、货架采用高强度、高韧性材料，在承载力相同情况下，立柱

截面可减少一个规格，减少了钢材的使用量。2、货架多截面立柱设计在相同承

载力的情况下，减小了钢板的厚度，降低了钢材的使用量。3、货架采用镀锌钢

板等轧制货架，免去货架喷漆环节，减少污染。4、引进先进的涂装工艺将原

来十几道涂装工序简化为三道工序，具有自动涂装机械和回收循环系统，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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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利用率由 50%提升到 95%，节约了能源和资源，并满足了绿色、环保的要求。

联系方式：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太原市新兰路 51号   

邮编：030008    电话：0351-3633918  E-mail：info@omhgroup.com

9、东杰智能：密集货架与智能穿梭车

产品介绍：利用智能穿梭车，在密集货架穿梭版中搬运托盘或物流箱，由

于作业有效载荷与设备自重比值较小，大大降低了每个仓储单元存取作业的能

耗；智能穿梭车与密集货架的有效配合，达到最大化节约仓储空间和提高物流

作业效率，具有节能效果。

东杰智能在国内首创并推出 8轮穿梭车，行走更平稳，对轨道损坏更小，

免去了繁杂的轨道调节，节约了人力、物力。穿梭车行走轮，采用

Vulkollan聚氨酯轮，其具有极佳的动态承载能力，优异的耐磨性，极高的冲

击韧性和撕裂强度，极大的减小了震动和噪音污染。堆垛机与穿梭车的结合，

使得作业有效载荷与设备自重比值减小，大大降低了每个仓储单元存取作业的

能耗。

联系方式：山西东杰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太原市新兰路 51号   

邮编：030008    电话：0351-3633918  E-mail：info@omhgroup.com

10、科陆智能穿梭车

产品介绍：科陆多层穿梭车结构设计非常紧凑，比一般及传统的解决方案

占地面积减少了 30%—50%，立方形状的多层穿梭车可运用与高密度的仓储系统，

大大提高所需的存储货位。多层穿梭车系统，由于有效作业载荷与设备自重比

值较小，大大降低了每个仓储单元存取作业的能耗。多层穿梭车数量扩展灵活

性，空间场地布局多样化

多层穿梭车技术专为长时间系统运作和低能耗设计，单个穿梭车的运行只

耗用很低电压，高效节能，无需单独给穿梭车进行电池配置、电池充电和机载

电脑，使用更安全、控制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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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穿梭车采用低电压供电、相同货物处理量情况下与传统堆垛机相比节

省电能 10%。相同空间布局系统中，多层穿梭车系统出入库处理能力比传统仓

储系统提升了 5—10倍。同货物存储量情况下，多层穿梭车系统采用单/双深位

布局，系统占地面积比传统仓储系统减少 30%—50%，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多层

穿梭车系统采用科陆自主研发的最短和高效路径规划系统，为用户节省使用能

耗并在调度管理方面将最低能耗原则作为系统调度策略之一以达到节能目的。

综上所述：科陆自主研发的多层穿梭车系统为国内外同行业系统能耗的 85%，

大大降低了能耗，提升了科陆多层穿梭车的产品竞争力。

供应企业：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宝深路科陆大厦

邮   编： 518057　

联系人：左剑萍 电话：15814435808

11、三维卫星车系统

产品介绍：三维卫星车系统是运用分布式自动化逻辑控制的新一代全自动

化托盘储存和处理系统，由卫星车队和自动化模块组成，该自动化模块包含监

督和有效管理仓库内三维卫星车的搬运和托盘的储存，一个无线通信系统使得

整个系统得以运行。 

其优点是：在相同面积和空间的情况下，高达 95%空间利用率比普通高架

库的库存量要大得多。三维卫星车系统由三维卫星车，提升机及货架等组成。

三维卫星车在 X，Y方向运行和载货， Z方向运输则由提升机完成。

三维卫星车系统的出现，使得在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场合实现仓库自动化成

为可能，譬如受到已有设施的障碍物、形状或者尺寸，在通常情况下使用现有

技术和方案不能实现自动化运行。 

由于具备上述优势，仓库的类型或者尺寸可以不必因为考虑未来的需求，

而增加投资，只需要满足现在的需求，仓库可以在今后根据具体需要很容易地

改变。 

达到同样的储存量及周转率，使用三维卫星车系统后较驶入式（或穿梭式）

货架：初期土建成本+物流设备两项投资，在冷库中总额降低 15—30%；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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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费可节省 40-50%；初期土建成本+物流设备总额降低 30%

供应企业：魔方物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是荷兰著名的智能物流系统集

成商 WICS Solutions在中国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智能物流系统（智能自动化

立体仓库、高密度仓储系统、物流传输系统等）的软件和硬件开发。自 1994年

以来，WICS一直是仓库管理系统（WMS）、运输管理系统（TMS）和仓库控制软

件(WCS)的领先供应商，致力于为物流服务供应商、配送中心和制造商提供优化

和改善的最新物流集成方案，专业擅长的领域包括：货物接收、储存、库存管

理、配货、电子履行、电子数据交换和 XML的过程。自主开发的智能物流解决

方案包括智能全自动化三维卫星车系统、三维卫星车、堆垛机+穿梭板自动化系

统、移动式货架等。本产品由吉是（中欧战略）投资咨询公司。

联系方式：吉是（中欧战略）投资咨询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浦东郭守敬路 498号 21号楼 103室

电话：+ 21 20221266

邮箱：jennifer.lu@chess-nv.com

12、德马科技：阻尼辊筒与重力式滑道货架

产品介绍：德马提供的重力式滑道货架是一种无能耗的托盘密集存储货架，

它是以阻尼辊筒作为重物下滑速度控制器，控制重物在倾斜辊道上的下滑速度，

由多层和多列辊道与货架组合成一个托盘密集存储系统。

阻尼辊筒（速度控制器）采用离心设计原理，设计的初衷就立足于无需电

耗、能耗，只是简单巧妙地采用物体本身重力滑行，节省了普通物流中转时需

要电机驱动所耗费的电能。

联系人：周炳华 电话：800 857 3811

产品资料索取：zhoubinghua@damon-group.com

 （五）、绿色环保叉车

1、比亚迪电动仓储叉车

产品简介：比亚迪电动叉车搭载了全球领先技术的铁电池，具备零污染、

mailto:jennifer.lu@chess-nv.com
mailto:zhoubinghua@damo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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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排放、高安全、快速充电、随充随用、综合成本低等优点。相比传统燃油叉

车和铅酸电池叉车，作为新一代比亚迪新能源叉车具有“快、绿、省”特点。

比亚迪新能源叉车可实现 1-2小时的快速充电，实现了工业车辆行业首款真正

意义上的绿色环保型叉车。比亚迪铁电池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没有任何排放，

真正的零污染、零排放。第一次真正解决了叉车行业环保问题，特别适合食品、

医药、超市、车间、冷链、机场等高环保要求的行业使用。比亚迪新能源叉车

与传统燃油叉车比较，“油电差价”带来巨大使用成本差。铁电池叉车在使用

过程中耗电费用约占内燃叉车使用成本的 15%左右。每年每台叉车可为客户节

省将近十万元。

比亚迪新能源叉车与铅酸电池叉车相比，使用寿命更长，铁电池叉车

4000次循环充放电后容量保持率仍超过 75%，电池可用十年以上。而铅酸电池

使用寿命约 1000次左右，每两年左右需要更换一块电池，十年需要更换 4块铅

酸电池，按每块 2万来算，可节省更换费用 8万元，另外 “铁电池”充电效率

高达 95%以上，而铅酸电池充电效率低于 70%，两班制的企业每年可节省约 3万

元；第三省维护成本。铁电池采用全封闭设计，免维护，大幅度的节省了维护

成本。 “铁电池”是密封设计的，实现免维护，让客户省时省心。

供应企业：韶关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是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的子公司，主要是从事电动叉车零配件生产及组装业务，具有年产各类电

动叉车 20000台的能力。

比亚迪在电动叉车项目上累计投资已超过 2亿元，在融合了比亚迪汽车、

IT和新能源三大技术领先优势基础上，开发出了全球首款搭载铁电池的电动平

衡重式、托盘式、前移式、堆垛式和电动牵引车等系列新能源叉车产品，具备

环保、省钱、稳定、安全等优势。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冷链、仓储、物流

等领域。

联系方式：韶关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0755-89888888-68616               

邮箱：bydforklift@byd.com             

公司网站：www.bydforklift.cn

mailto:bydforklift@byd.com
http://www.bydforklif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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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德电动叉车

产品介绍：林德电动平衡重叉车采用先进的交流控制系统，按需供能，节

省电量，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能源。相比较内燃叉车，电动叉车完全做到“零排

放”，同时在林德高效控制系统的辅助下又拥有和内燃叉车一样的性能和作业

效率。

林德电动叉车，包含蓄电池平衡重式叉车以及全部蓄电池仓储叉车。蓄电

池平衡重式叉车载荷范围覆盖从 1吨到 8吨；蓄电池仓储叉车包括托盘搬运车、

托盘堆垛车、前移式叉车、拣选叉车、牵引车、固定平台搬运车以及窄通道叉

车等。

供应企业：林德物料搬运系凯傲集团成员，为世界领先的叉车设备制造商，

亦是欧洲叉车市场的领导者。2014年林德物料搬运全球员工达到约 14,000人。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1993年成立于厦门，是林德物料搬运在亚

洲的生产，销售、服务及技术研发基地，总投资 17亿人民币，占地面积 22万

平方米，是目前国内乃至亚洲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外资品牌叉车制造

商。林德（中国）向市场提供全系列的平衡重及仓储等叉车，专业的全方位的

服务，最优化的物料搬运综合解决方案及物流方案设计及咨询。林德（中国）

现有 2730名员工，覆盖全国 135个销售服务点，为全国的客户提供高效专业的

服务。 

联系方式：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电话: +86-592-5533800

地址：厦门市金尚路 89号

4、永恒力：全系列电动叉车

产品介绍：永恒力全系列叉车采用自行研发生产的电机，控制系统和内部

控制软件。保证了最佳的协调和组件之间通信，大大降低了整个系统的能量消

耗。

早在 1996年，永恒力就已经开始在大部分的车型上使用交流电机，如今

已经发展到第四代技术，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如今在全球，已经有上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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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永恒力交流电叉车在使用。

永恒力全系列车型都搭配有刹车能量回充，在叉车刹车及下坡时进行能量

回充，延长电瓶使用时间以及使用寿命。此外更可选择门架回落时能量回充，

该种情况下的电瓶使用时间可比同类不含能量回充的产品多出高达 30%的使用

时间。永恒力已在大部分车型上提供 LED照明技术。与传统照明相比，LED照

明的光谱更宽，稳定性更高。使用寿命也大大延长。同时，能耗相比于传统卤

素照明下降 40%左右。

永恒力全系列叉车包括电动托盘车、电动堆垛车、电动平衡重叉车、电动

前移式叉车、窄巷道叉车等。

联系方式：中国总部：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绥德路 2弄 12号    邮编：200331

免费咨询热线：800-820-2370    传真：+86 21 26020301

电邮：info@jungheinrich.cn    网址：www.jungheinrich.cn

微信公众号：Jungheinrich_China

5、力至优：电动防爆叉车　

产品介绍：力至优防爆叉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防爆标准要求，具有

高安全可靠性结构。力至优电动叉车节能降耗效果明显，仅燃料费用一项，

5年下来油车要比电车多出约 15万。力至优电车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维修保养

费用非常低。

供应企业：力至优三菱叉车株式会社 1965年生产出第一台力至优电瓶叉车，

销售额位居世界前 6位，电瓶叉车排在世界前 3位。自 1995年在上海成立了办

事处进入中国市场以来，“NICHIYU”品牌已得到广大中国用户的信赖，截止至

目前为止已销售 16000台电瓶叉车。

联系单位：力至优叉车（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838号华都大厦 11楼 I座   

邮编：200122  电话：021-50588600  传真：021-50588806   

mailto:info@jungheinrich.cn
http://www.jungheinri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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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丰田 8系列电瓶叉车

产品介绍：丰田 8系列电瓶式叉车拥有出众能耗表现的全新丰田双 AC交流

系统，可以帮助实现更高的作业效率和更长的作业时间。实现最适化动力输出

的动力选择功能，实现全天候强劲动力表现的动力保持功能，较一般交流电瓶

车可实现更多能量回收的再生制动功能，以及实现装卸效率提升的装卸模块化

设计。标配的操作者存在感应系统，帮助防止事故的发生。此外，还有丰富的

选配功能供选择。新主动式稳定系统可以实现门架倾斜控制，行驶和转弯速度

控制。多功能显示器，及高度预选器等功能让驾驶更加便捷，舒适。

丰田双 AC交流系统，通过再生制动功能，可以在叉车停止加速，坡道，前

后换向，刹车操作过程时，电瓶回收能量，延长实际作业时间，同时还能减少

对刹车片的磨损，有效降低维护费用。

供应企业：丰田产业车辆（上海）有限公司是丰田叉车在中国的总经销商，

由丰田自动织机 2003年投资成立。十年深耕，丰田叉车已在中国拥有包括叉车

生产基地，销售和服务中心在内的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丰田叉车将其旗下的

三大品牌全部带到了中国， 让中国的叉车用户也能体验到一个渠道三个品牌

（Toyota、BT、Raymond）的 One Stop Shopping 一站式全方位物流服务。目

前，丰田产业车辆的经销服务网络遍布全国 29个省市，并拥有位于昆山，佛山

两个生产基地

联系方式：丰田产业车辆（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娄山关路 555号长房国际广场 17楼

电话: 800 820 0067      传真: 021-62285070

7、宁波如意：智能化高位拣选设备

产品介绍：宁波如意智能化高位拣选设备发明了工程车辆小转弯半径灵活

转向装置和原地驱驰控制技术。机械系统设计采用模块化思想,采用协同设计理

念，确保车辆运行过程的稳定性良好，实现了高位拣选设备多种动作的独立操

控以及多自由度耦合运动，解决了车辆独立驱动和多自由度联合控制问题，实

现了车辆作拣选作业的高效性和高灵活机动性，提高作业效率。为了提高高位

拣选设备行驶和装载过程的稳定性，本项目创造性提出一种高位拣选车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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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平衡技术。本项目节能降耗性能指标效果十分显著。

供应企业：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5年，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全国出口免验企业，浙江省首批绿色企业。主要生产系列叉车、电动车、堆垛

车、液压搬运车、平台车、拣选车等仓储物料搬运产品。公司占地近 12万平方，

生产厂房近 10万平方，总资产 4.5亿元，现有员工 1030人，自 1989年起，公

司“西林”牌仓储物料搬运产品享誉 156个国家和地区。

联系企业：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海县桃源北路 656号

联系人：叶国云

电话：0574-65552013

8、林德节能环保内燃叉车

产品介绍：林德内燃平衡重式叉车，包含技术卓越的液力变矩叉车和经济

型的静压传动叉车，覆盖 1.8吨到 18吨的载荷范围。配合德国集团稳定高效的

传动系统，发动机的功率和扭矩输出得到最大程度地利用，具有杰出的性能参

数和节能环保的效果。

供应企业：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电话: +86-592-5533800

地址：厦门市金尚路 89号

9、海斯特 J70XN全天候电动平衡重叉车

产品介绍：海斯特 J70XN全天候平衡重电动叉车突破了传统电动车续航时

间，是能够完全替代柴油叉车的电动叉车，该车采用 80V电气系统，配置前双

大功率交流电动机，性能强劲，生产效率高。叉车选用了高性能和高密封等级

电器系统，内置快充系统，满足了传统内燃叉车苛刻工况需求。

该款叉车在绿色环保方面表现出极大优越性，无污染物排放，节省电力，

超低噪音，可进行全天候作业，已在欧美广泛使用，在中国越来越重视环保情

况下也将有着抢金的市场需求。

供应企业：上海海斯特叉车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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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榕桥路 588号  邮编：201206

联系人：吴峥嵘     联系电话：139116664395

邮箱：fczwu@nmhg.com

10、攀业氢能源：燃料电池电动叉车解决方案

产品简介：单纯的燃料电池电能由氢气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生成，决定了

燃料电池动态响应慢、怕剧烈的负载，不能满足叉车电机启动和举起重物时快

速剧烈增加的负载的需求。攀业燃料叉车用燃料电池动力系统解决方案包含燃

料电池、DCDC、储能模块、能量管理系统等，借助于储能模块和能量管理系统

解决了叉车用燃料电池的难题。

攀业在 2009年开始探索燃料电池在电动叉车领域的应用，经过两年多的研

发和市场开拓，攀业的燃料电池系统已经成功的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应用。

2011年 9月，攀业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被安装在美国 WHOLE FOODS物流中心的

叉车上；2012 年 2月～3月，攀业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与英国的氢气发生器制

造商，ITM，合作在英国知名的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S）的物流中心进行

了为期 6周的示范。2013年 12月 10日，攀业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接受了美国

最大的电动叉车公司，科朗（CROWN），的严格测试。一次性通过了所有的测试

项目！为将来大规模推广扫清了障碍。

由于燃料电池在工作时只产生水，攀业燃料电池从投入运行到生命周期结

束，整个过程中都是零污染的。不会产生任何废气和重金属污染。如果用氢燃

料电池取代原有的铅酸电池，那么在中国每年可节约 100万千瓦时的铅酸电池。

给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环保价值。此外，燃料电池系统输出电压和电流能够始

终保持稳定，举升能力不受电池新旧影响。补给速度大大快于传统电动叉车铅

酸电池模块的更换速度。

供应企业：上海攀业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陈桥路 1979号南 1幢    邮编：201401　

    联系电话：021-6710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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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海斯特 GNG新能源叉车

产品介绍：海斯特研发的 H50FT-GNG内燃叉车用 GNG（压缩天然气）为驱

动能源，既环保又节能，与柴油车相比燃料成本可节约 20%以上，且系统维护

成本低，发动机寿命长。燃烧比较完全、干净。热循环效率高。由于 GNG是一

种洁净的能源，燃烧后主要生成物为二氧化碳和水，与柴油车相比尾气排放中

CO下降 90%，NOX下降 30%，HC下降 50%，CO2下降 23%，微颗粒物下降 60%。

供应企业：上海海斯特叉车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榕桥路 588号  邮编：201206

联系人：吴峥嵘     联系电话：139116664395

邮箱：fczwu@nmhg.com

（六）、绿色托盘产品

1、派瑞特：医药行业循环使用的绿色环保塑料托盘

产品介绍：医药行业循环使用的绿色环保塑料托盘具有易清洗、卫生性好、

承载强度高、使用寿命长、符合绿色环保要求；托盘由高密度聚乙烯或聚丙烯

等塑料为主要原料制成。具有良好的刚性和抗冲击性，结构可靠不易变形。使

用寿命约为木托盘的 8～10倍。按照 10年计，使用一个塑料托盘可以替代 8～

10个传统木托盘，大量减少了托盘对木材的需求。考虑到塑料托盘可回收循环

利用的价值，1万个塑料托盘 10年可节省 1.5亩的森林资源

托盘面部平板结构平滑、不易积水、积灰尘；清洗方便，用常规高压水枪

冲洗或用抹布加水直接擦洗均可达到清洁效果。托盘保持清洁卫生，减少设备

对药品造成的二次污染；托盘为全封闭形式，增强托盘强度的钢管嵌入在托盘

内部，做到不与空气接触，可防止钢管锈蚀，托盘能长期保持良好的刚性和强

度，可循环使用。

供应企业： 上海派瑞特塑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9年，是一家集大型物流

产品应用研究、开发制造于一体的企业，专业生产塑料托盘、周转箱、模具、

工位器具等产品。

派瑞特旗下现有 4个成品生产工厂，分别位于上海金山（2个）、广东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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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天津北辰地区。拥有注塑机 80余台，其中大型托盘注塑机 60余台，年产

塑料托盘达 300余万个。有足够生产能力满足客户的需要。

联系方式：上海派瑞特塑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杰 联系电话：13472639366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兴工路 1号 

2、无锡美捷：柔性组合托盘

产品介绍：无锡美捷现代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2年在日本东京国际物

流展首次发布了一款新颖的柔性组合托盘。柔性组合托盘选择的主要材料为塑

料和纸。这两种材料是目前世界上原材料回收体系最为完善的。柔性组合托盘

的设计结构有着独到之处，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塑料柔性框架, 特种性能纸

板, 塑料底座。由于它的结构合理, 大幅度降低了托盘整体重量, 但它仍然保

持承载能力强, 耐用的持点。其次它合理分配使用了塑料和纸的用量，大量节

省了塑料的用量, 从而降低了制造成本。

柔性组合托盘的特点集中于：1、柔性组合托盘的重量轻盈,每只托盘的

重量能减轻 10kg, 在带托运输中可减少总运输量以减少碳排放。2、柔性组合

托盘所采用的塑料框架和纸质板材料完全符合欧美及日本等国的环保标准, 而

且塑料和纸回收系统完善。3、柔性组合托盘的模具制造周期是普通刚性塑料托

盘模具制造周期的三分之一, 它使用的塑料原材料为普通塑料托盘的 50%。

在行业中率先使用柔性组合托盘的是日本航空货运公司认为，以柔性组

合托盘的构思、实现了相同重量的塑料托盘所不能实现的耐重能力，达到刚韧

和超轻并存的特性；托盘材料可以循环使用、对环境保护好；托盘因为套叠的

这一构造特点，叠放保管大大节省了仓库空间。

柔性组合托盘具有三项国家专利: 1.外观专利, 2.实用新型专利, 3.发

明专利。它还具有产品 MSDS化学安全质保证明, RoHS生态环境质保证明. 第

三方专业产品测试报告. 

联系方式：无锡美捷现代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明：   电话：18017361088

邮箱： mliu@mjlogistech.com



49

website: www.mjlogistech.com

3、福隆包装：植物纤维模压托盘

产品介绍：模压制品是最新的“人造木制包装材料”而不是传统的“实

木包装材料”，产品以废木料、废木屑、农作物秸秆等为主要原料，采用国内

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以科学的配方及生产工艺，经高温高压一次模压成型的

新型环保模压托盘，具有革命性的替代趋势，该产品替代了传统的木制、塑料

等托盘，是国际上流行的新型经济环保包装材料。具有环保型、免熏蒸、抗高

压、无虫害、防水性能好、产品轻巧，可反复使用特点，经测试其抗压耐压强

度超过木制、纸浆、塑料托盘。

供应企业：安徽福隆包装有限公司是国内免熏蒸模压托盘大型专业生产厂

家，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优秀的技术团队，以废木料、废木屑、农作物秸秆

等为主要原料生产新型环保模压托盘。公司产品通过了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Rohs认证、SGS认证、抗压认证、防水认证等，产品直接出口到欧洲，美洲，

亚洲等地区。

联系方式：

地址：安徽省芜湖县新芜经济开发区龙山路 1号

联系人：张喜磊

电话：0553-8516223   

4、新创包装：生物质燃料、木屑压制托盘垫块 　

产品介绍：新创包装 2013年引进先进的生物质燃料生产加工设备，

2014年已投产年产能 5000吨，2015年投资年产 10000m³木屑压制木托盘垫块

生产设备，并将生物质燃料扩大到年产量 20000吨。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以木托盘加工车间的木屑及加工废木料为原料，生产生物质能颗粒。生物

质能作为第四大能源资源，在可再生能源中占有重要地位，绿色环保，具有二

氧化碳生态“零”排放的特点。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使用符合“降低碳排放，减

少污染”的环境保护大趋势。

  其二是以木托盘加工车间的木屑及加工废木料为原料压制木屑垫块，作为标

http://www.mjlogis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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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的核心部件，通过先进的生产工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托盘的整体性能。

该垫块原料直取自木制品加工行业所附产的木屑、料头等废料，使得上游行业

的废料得以有效利用，直接降低上游行业的成本；使用压制垫块制造的托盘价

格较实木制造的托盘低，且使用周期长，降低了物流行业的运营成本，压制垫

块有着免熏蒸、不发霉、强度高且价格低的优点，降低了托盘的制造成本，具

有较强的竞争力。压制垫块比实木垫块具有不开裂、防水、比实木更便宜、更

低的吸涨率、更好的螺钉握紧力和抗压性能、更低的密度和更少的胶耗，不分

芯层或表层、不砂光等优势。

公司简介：新创（天津）包装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亚洲最大的木托盘

生产企业之一，长期致力于生产和推广木托盘标准化及木托盘循环共用系统的

建设工作，参与 GB/T 31148--2014《联运通用平托盘 木质平托盘》、《共用

系统用托盘电子标签应用规范》（20120513-T-469）、《共用系统用托盘维修

管理规范》（20120498-T-469）、《共用系统用托盘作业规范》（20120499-T-

469）、《托盘共用系统管理规范》（20120508-T-469）、《托盘共用系统信息

化管理规范》（20120515-T-469）国家标准及《托盘租赁企业服务规范》、

《托盘共用系统运营管理规范》、《标准化托盘质量验收规范》商务部行业标

准的起草工作。2013年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托盘专业委员会考核认定为

《首批中国托盘质量认证企业》，欧洲标准托盘许可生产企业，公司设备先进

年产能 300万件木托盘，是我国木托盘循环共用系统中最大的制造企业。

联系方式：新创（天津）包装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塘沽区田庄子工业园田庄路　 邮 编：300454　

联系人：王立新　联系电话：13803052349　

邮箱：wanglixin@new-found.com

5、山东润豪：环保托盘与周转箱　

产品介绍：托盘上、下部件分别采用整体注塑成型（一次成型）技术；上、

下部件组装成套，便于对损坏托盘的维修；托盘采用共聚聚丙烯制成，无毒无

害、不污染，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仓储运输等行业；采用领先的组装设

计理念，在托盘单个部分出现损坏时可以及时更换，而不用报废整个托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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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符合节能环保产品条件。                           

联系方式：山东润豪托盘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天桥区济泺路滨纷五洲五楼

联系人： 季萍    联系电话：13853163866

三、绿色包装技术与产品

（一）、环保包装材料

1、捷运：非木质工业包装系列产品

产品介绍：系列产品使用农村废弃秸秆，采用最新发明的制造工艺生产环保

型秸秆新材料,用于取代木材及塑料开发众多工业包装产品,其中绿色非木质托

盘生产中无添加甲醛,且符合 ISPM15标准出口免熏蒸处理,该技术具有世界公认

的知识产权。从而将秸秆变废为宝,减少秸秆焚烧对环境的影响。

初步估算，该项目年消耗农作物秸秆约 40万吨，年生产 20万立方非木质

包装材料，每年至少减少二氧化碳 44万吨的排放。

供应企业：捷运环保材料（江苏）有限公司为新加坡外商独资创立的高科

技绿色环保企业，是隶属于亚洲新生纤维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工厂位于江

苏省泰州市姜堰经济开发区，总占地面积达 133534平米。

联系方式：

电话：0523-88988933,18652688303

邮箱：sales@renewmaterial.com; qqsun@renewmaterial.com

（二）、简约包装技术

1、瀚寅：易派现场充气包装方案

产品简介：易派现场充气包装系统主要用于电商发货的包装应用，它包含

了一或数台现场充气包装设备、一或数套充气袋的传输系统以及一系列不同尺

mailto:sales@renewmateri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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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高强度抗划伤的充气袋膜卷。透过这套解决方案，电商可以在配送包装现场

建构一个高效率填充的包装作业环境。

充气袋可取代传统的填充包材，如聚苯乙烯泡泡粒，纸篓等等。此包装系

统 1分钟可生产高达 150个空气袋, 1卷 20um厚度超薄的充气袋薄膜 1280米，

重量约 10Kg，可充气至 8立方米体积的充气袋。其中 99%以上的体积是空气，

相较于传统的填充材，是一种既环保又具备成本优势可用于空隙填充和/或缓冲

的轻量化包装的极佳方案,搭配气袋传输系统可快速地将充气后的充气袋输送到

流水线的各个包装站点。

供应企业：瀚寅（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10月。整合

了台湾 30多年精湛的聚氨酯发泡设备和零配件的生产工艺及经验，同时吸收了

欧洲相关行业的先进技术，组建了一支由中国各相关产业之高端人才组成的开

发团队，成功研制出一系列代表全球领先技术的聚氨酯发泡包装设备和充气包

装设备。2010年开发出一系列聚氨酯发泡原料与高强度、抗划伤和刺穿能力极

强的聚乙烯薄膜。同时我们在华东和华南组建了包装实验室，配备专业的包装

测试设备，拥有专业的包装设计团队，可以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包装设计方案

和包装测试。

联系方式：瀚寅(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桂平路 680号 32幢 601室

邮编：200233 

联系人：马维娜  联系电话：021-64855316-8001 传真：021-64855315 

邮箱：weiname@hanyinpack.com

（三）、可循环包装技术

1、苏州大森：电商包裹可循环包装创新解决方案

产品介绍：该方案设计的包装箱可持续循环使用，选用绿色环保可回收

的材料，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包装箱分为上、下盖两部分相同结构组成，组

装简单，存储方便；包装箱通过拉链来收纳和存储，自然且简单。

根据电商包裹设计的系列包装箱可套叠、折叠，在回收的过程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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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占原来的 20%到 25%左右。包装箱保证了内装物的安全性，即使留在了快递终

端消费者的手中，也能物尽其用，在家中充当收纳箱，美观大方。

相比于传统的胶带封箱，本系列包装箱设计采用了智能化设计，从拣选

到配送再到收货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完成，不仅便于货物的追踪管理，

更大限度上保护了内装物的安全，避免了货损货缺发生。

该方案设计巧妙，使用方式简便，有效简化循环使用过程中的管理程序

和降低仓储面积及运输回收成本，全程跟踪系统实现智能化，同时配合一次性

封签使用，起到良好的防盗效果。充分考虑了电商包裹配送的各类问题。鉴于

知识产权原因，我们尊重企业意见，具体方案不再详述，有意愿者可与供应商

直接联系，深度交流。

供应企业：苏州大森塑胶工业有限公司是 2002年成立的民营股份制企业，

物流塑料单元化集装器具专业制造商。致力于可循环物流包装产品的开发设计

和营销；生产工厂拥有大、中、小系列注塑机 30多台，具备了较强的产品生产

能力和仓储运输能力。可年产物流周转箱 670万只，年生产能力达到 18670吨。

公司有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产品 76个，获奖专利产品有 2大系列 32个产品，公

司年服务的客户有 1200个以上。

联系方式：苏州大森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新亭路 58号

电话：86-512-6863 2228, 6900 2229    传真号：86-512-68632229

email：dasen@dasen.cn

2、大库：可循环智能物流箱

产品介绍：广州大库可循环智能物流箱可为用户提供了全面的“供应链

上下游可循环智能物流箱替代纸箱的绿色供应链包装整合”服务方案，重点分

两个阶段：1、通过为客户分析现有一次性纸箱包装尺寸和使用特性，分析、三

维建模、订制出最适合客户上下游循环共用的可循环智能物流箱的尺寸链和配

合自动化设备的结构特点，并进行生产定制；2、通过预嵌入超高频 RFID智能

芯片，并提供广州大库自主研发全球智能追踪系统，为客户提供单元物流容器

供应链上下游互换共用的追踪识别服务。

mailto:dasen@dase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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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循环智能物流箱解决方案，可大幅度减少一次性纸箱包装，节省

一次性纸箱包装采购费用，减少纸箱垃圾，节能降耗效果显著。

供应企业简介：广州大库物流工业集团，是中国标准物流单元容器设计、

制造企业，集团的主体是广州大库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从 2012年开始，大库

制造的塑料物流箱、塑料叉车托盘全面预嵌入超高频 RFID芯片。定位为智能物

流箱定制、选材、追踪、感知一站式服务商。 在中国大陆拥有超过两千家客户

提供一站式服务，产品还远销国外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联系电话：400-889-1816

3、舒乐艾力博：农超对接环保物流箱系统　

产品介绍：将可折叠塑料周转箱应用于整个农超物流供应链全程。“one 

touch”模式，可折叠塑料周转箱从田间地头的采摘到配送中心分拣，再到门店

陈列，最后空箱返回，然后开始新一轮物流运转。在整个过程中，使用同一物

流箱。不翻箱、不倒箱，全程果蔬配送只人工接触一次，无倒箱翻箱。通过减

少翻箱倒箱次数，有效地保证了品质，货损从传统的 20%-30%损耗降低到 5-

10%以内，简化了配送中心与门店间的订单操作流程

果蔬筐与托盘/叉车配合使用，节约了配送中心的拣货时间，缩短了装卸车

时间与果蔬到门店后上架陈列的时间。塑料周转筐，其承重能力好，可以多层

堆叠，提升了车辆满载率；返程折叠后箱体积减少 3/4，大大降低回程运费及

门店的仓储空间。采用可循环使用可折叠周转筐，直接用于门店陈列，消除了

纸箱包装带来的零售终端处理废旧包装的麻烦，据测算包装成本降低 50%以上。

供应企业：舒乐艾力博（江阴）物流器具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 700号 A3栋 115室　邮编：200021　

联系人：张静　联系电话：15601660400　

邮箱：Jane.zhang@schoellerallibert.com

4、易通安达包装：可循环折叠式中型散装容器

产品介绍：易通 IBC（中型散装容器）主要用于液体物料的储藏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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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可以多次循环使用，所以他在灌装、储运和运输等环节都能体现出成本

节约、高效操作、高效物流、卓越保护、安全环保卓越优势。产品可以多次循

环使用。

得益于 Etoonpack™ IBC的折叠式设计，装载相同体积的货物，在回收过程

中可比吨桶或圆桶节约 4-5倍的运量。按每次回收运距 500KM，每年周转

10,000箱计算，每年可减少 220,000KM的卡车运输，这相当于减少了

130,000KG的碳排放。

供应企业：北京易通安达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海淀区知春路甲 48号 A-11B    邮 编：100098

联系人：吕小伟   联系电话：18910183589

邮编：Wayne.lv@etoonpack.com

四、绿色环保配送车辆

（一）、配送车辆

1、南京依维柯“超越”

产品介绍：“超越”是南京依维柯中外技术人员通力合作，耗时 3年斥

资 10亿元潜心研究的结晶。产品全面采用欧州标准，全面正向设计、集领先科

技与优秀品质于一身的高端轻卡。

“超越”配备的菲亚特发动机，使用了全球最尖端商用车发动机科技，不

但拥有强劲动力，在油耗低排上也有着优异表现，完美实现了动力油耗的两者

兼得；100公里综合油耗为 10.4L和 10.9L，同比其他品牌车型节油 10%以上；

通过车辆轻量化设计实现节能降耗，采用铆接式车架，一次冲压成型，

采用高强度钢，保证承载的同时降低重量。采用整体侧围及整体地板，大幅度

提高了车身强度、刚度和制造精度，既美观又减轻重量。

减小风阻减小附件损失：通过 CAE分析和风洞试验，将空气动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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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至极致，采用电磁/硅油风扇；减小进气阻力、排气阻力，达到省油效果

供应企业：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 1963年 3月 1日，公司注册

资本 25.27亿元人民币，合资双方各占 50%股份。公司在册员工 6000余人，占

地面积 125万平方米。

目前南京依维柯已经建立起全系列高档轻型车领航者的品牌形象；其中

跃进品牌设计纲领为年产 10万辆轻、中、重型汽车，产品有小虎、帅虎、钻卡、

超得卡四大产品线，产品系列涵盖跃进轻型载货车、凌野重型载货车及、客车

底盘及专用车等，产品品种多达 500余种。公司先进的加工检测设备 80%来自

德国、美国和意大利，为产品高质量提供了可靠保证。

环保是 NAVECO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公司本着“依法管理，清洁生产环

保汽车；预防为主，持续优化绿色环境”的环境方针，致力于环保汽车开发和

生产。公司环境管理体系已通过 ISO14001标准认证，公司环保工作通过清洁生

产审核验收，先后荣获江苏省环境友好企业和环保先进企业称号。

联系方式：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玄武区黑墨营 100 号

邮编 210000　

联系人：刘昊　联系电话 1338208518

邮箱：hliu@naveco.com.cn

2、成都雅骏新能源汽车：纯电动厢式货车

产品介绍： “雅骏之星”为纯电动货车，装载 75KWH 磷酸铁锂动力电池，

一次充电续航里程可达到 200KM。相同底盘及电池装载又分为纯动电厢式货车，

纯电动双翼展售货车、纯电动冷链车，纯电动高栏车和低栏车五个拓展车型。

整车安全性高，集成控制器、电池箱、驱动电机等主要部件防护等级达

到 IP65，保证车辆在雨天的安全行驶，保证车辆的出勤率；整车高压采用二次

绝缘设计，同时整车配备有绝缘检测仪，能实时监测整车高压绝缘状况，确认

整车的高压安全。

整车运营成本低，100km 电耗仅为 40kWh，运营成本约为 0.30 元/km，

为同等级燃油车型的 1/4；采用免维护三相异步电机，无发动机部件维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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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快捷方便；整车行驶噪音低，使用能源为清洁能源电能，对环境无任何污

染。

传统货车燃烧一升柴油有 2.1 公斤的碳排放。按 4.2 米厢式货车城市配送

油耗 10L/百公里计算，每月平均运行 3500 公里，一年 12 个月，累计排放二氧

化碳 8820 公斤。而 4.2 米纯电动厢式货车排放为 0，以 2015 年计划销售

3000 台，一年将减少碳排放 26460 吨。传统冷链货车的油耗 13L/百公里，每月

平均运行 3500 公里，一年 12 个月，累计排放二氧化碳 11466 公斤，而纯电动

冷链车的为 0 排放。

供应企业：成都雅骏新能源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为推动中国新

能源汽车实现大众化和市场化运营的新能源汽车科技公司，目前由公司与中国

重汽王牌共同研发和生产的新能源物流车已批量下线正在成都的各大区域广泛

运营。

公司将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物流业务的实际运营及分布式充电网

络的建设与维护作为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战略金三角。拥有强大的精英团队，

主要由国内顶尖新能源汽车整车、动力锂电池、电机、电控等新能源汽车整车

及核心零部件知名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管理人员构成。

联系方式：成都雅骏新能源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府大道南段 846号

联系人：范永军

电话：028-86056889-898

（二）、配送车辆节能零部件

1、卡车节能配件：蔡记导流罩　

产品介绍：发动机功率的近 50%都消耗在克服空气阻力上。减少空气阻力

是有效改善汽车燃油经济性的途径之一。为了减少空气阻力,近年来东莞市蔡记

玻璃钢有限公司不断研制开发了造型独特的流线型驾驶室导流罩、车厢导流罩、

油箱护板、车箱正侧裙等等一系列的卡车节油配件，以增加车身的流线型,引导

流过驾驶室上方及两侧的气流,从而减小整车的 C值,有效提高车辆的动力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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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保证车辆的高速性能。

据实验结果显示，安装蔡记导流罩后的卡车，每台车高速行驶（时速不

低于 80公里）每百公里至少可节约用油 2-3升，提速 10%。

供应企业：东莞市蔡记玻璃钢有限公司座落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

1993年创立“蔡记”导流罩品牌，是集设计/生产/安装/维修一条龙服务的专

业生产厂家。公司众多产品已申请国家专利产品。

联系方式：东莞市蔡记玻璃钢有限公司市场部

地址：东莞市虎门怀德水巷工业区水巷路 11号

联系人：张菊花    

电话：13649800616

五、附录：企业绿色采购指南（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环境保护法》、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 年）》和《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等有关规定，为推进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绿色流

通和可持续发展，引导企业积极构建绿色供应链，实施绿色采购，制订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所称绿色采购，是指企业在采购活动中，推广绿色低碳理念，

充分考虑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安全健康、循环低碳和回收促进，优先采购和

使用节能、节水、节材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原材料、产品和服务的行为。

本指南所称绿色供应链，是指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企业从

产品设计到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和报废处理的全过程，

使企业的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上下游供应关系。

第三条 具有供应链上下游供应关系的供应商企业与采购商之间采购原材料、

产品和服务，鼓励适用本指南。

用于最终消费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采购，以及原材料、制成品、半成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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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的采购，鼓励适用本指南。

鼓励网上采购适用本指南。

第四条 国家鼓励企业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等社会

责任，自觉实施和强化绿色采购。

各级商务、环境保护、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指导本地区企业的绿色采购行为

和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二章 采购原则

第五条 企业采购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兼顾。企业在采购活动中，应充分考虑环境效

益，优先采购环境友好、节能低耗和易于资源综合利用的原材料、产品和服务，

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二）打造绿色供应链。企业应不断完善采购标准和制度，综合考虑产品

设计、采购、生产、包装、物流、销售、服务、回收和再利用等多个环节的节

能环保因素，与上下游企业共同践行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社会责任，打造绿

色供应链。

（三）企业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坚持市场化运作，以企业为主体，充

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制度改革、政策引导、信息公开和促进行业

规范等方式，推进企业绿色采购。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强化

行业自律。

第六条 鼓励企业树立绿色采购理念，将绿色采购理念融入经营战略，贯穿

原材料、产品和服务采购的全过程，不断改进和完善采购标准和制度，推动供

应商持续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共同构建绿色供应链。

第七条 鼓励企业制定和实施具体可行的绿色采购方案，并适时调整和完善。

绿色采购方案应当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 绿色采购目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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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绿色采购流程;

(三) 绿色供应商筛选、认定的条件和程序;

(四) 绿色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检验和争议处理机制;

(五) 绿色采购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频次等;

(六) 绿色采购绩效的评价；

(七) 实施产品下架、召回和追溯制度；

(八) 实施绿色采购的其他有关内容。

第八条 鼓励企业要求供应商在产品设计过程中更多采用生态设计技术，以

减少环境污染和能源资源消耗，使产品和零部件能够回收循环利用。

鼓励企业围绕企业经营战略和绿色采购目标制定绿色采购标准。

鼓励企业在采购原材料、产品和服务的标准中提出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要求，

体现绿色环保理念，严格按照采购标准进行采购。

第九条 鼓励企业建立产品可追溯体系，建立对采购的产品从原材料到交货

的全程跟踪管理。

第十条 鼓励企业完善采购流程，主动参与供应商的产品研发、制造过程，

引导供应商通过价值分析等方法减少各种原辅和包装材料用量、用更环保的材

料替代、避免或者减少环境污染等。

鼓励企业要求供应商供应产品或原材料符合绿色包装的要求，不使用含有

有毒、有害物质作为包装物材料，使用可循环使用、可降解或者可以无害化处

理的包装物，避免过度包装；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包装物的材料消

耗。

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对所采购的产品或原材料在仓储和物流运输等环节，推

行智能化、信息化和便捷化的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措施。

第十二条 鼓励企业对采购的产品和原材料建立废弃物回收处理流程，以实

现循环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第十三条 采购商和供应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带动全社会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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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消费者宣传引导低碳、节约等绿色消费理念，改善消费者的产品选

择方式;

(二)发掘消费者绿色需求并在采购过程中予以满足;

(三)建立绿色品牌，提高绿色品牌知名度；

(四)开展“绿色商场”等创建活动，推广门店节能改造，促进环境标志产品和

节能产品销售以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五) 抵制商品过度包装，引导广大消费者积极主动参与绿色消费，减少一

次性用品及塑料购物袋的使用。

第三章 采购原材料、产品与服务

第十四条 鼓励企业采购绿色产品。绿色产品至少符合以下条件：

（一）产品设计过程中树立全生命周期理念，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减少资

源能源消耗，关注可持续发展；

（二）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更环保的原材料，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资源

能源利用效率高， 污染物排放优于相应的排放标准； 

（三）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能源消耗低，不会对使用者造成危害，污染物排

放符合环保要求；

(四）产品废弃后可以回收，易于拆卸、翻新，能够安全处置。

鼓励企业采购通过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节能产品认证或者国家认可的其他

认证的节能环保产品。

第十五条 企业不宜采购以下产品：

（一）不符合商务主管部门防止过度包装及回收促进要求的；

（二）被列入环境保护部制定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

境风险”产品名录的；

（三）产品或所采用的生产工艺、设备被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部

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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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限制或不鼓励生产、采购、使用的其他高耗能、高污染类产品。

第十六条 鼓励企业采购绿色原材料。

绿色原材料选材应优先选用符合环保标准和节能要求的、具有低能耗、低

污染、无毒害、资源利用率高、可回收再利用等各种良好性能的材料。

鼓励企业参照本章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内容采购绿色原材料。

鼓励企业在满足有关环境标准、产品质量和安全要求的情况下，优先采购

和利用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废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旧轮胎、

废玻璃、废纺织品等可再生资源作为原材料。

第十七条 鼓励企业采购绿色服务。绿色服务至少需要符合以下条件：

（一）服务内容对环境总体损害的程度很小，污染物排放少、不产生有毒

有害或者难处理的污染物，对固体废弃物实现分类收集和合理处置等；

（二）服务内容符合节能降耗的要求，在服务过程中少用资源和能源，对

自然资源总体消耗的量较低；

（三）服务内容有益于人类健康。

第四章 选择供应商

第十八条 鼓励企业结合行业特点，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制定绿色供应商

筛选和认定条件，并通过多种途径公开筛选和认定条件。

第十九条 鼓励企业优先选择具备以下条件的供应商:

（一）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印发的《企业环

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及地方关于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规定，被

环境保护部门评定为环保诚信企业或者环保良好企业的;

（二）在污染物排放符合法定要求的基础上，自愿与环境保护部门签订进

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协议，并取得协议约定的减排效果的;

（三）自愿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的;

（四）自愿申请环境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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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的;

（五）因环境保护工作突出，受到国家或者地方有关部门表彰的;

（六）采用的工艺被列入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

励类目录的;

（七）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相关行业准入条件的；

（八）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开环境信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接受

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监督的;

（九）符合有关部门和机构依法提出的采购商应当优先采购的其他条件的。

第二十条 企业不宜选择具有下列任一情形的供应商:

（一）根据《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和地方关于企业环

境信用评价管理规定，被环境保护部门评定为环保不良企业;

（二）因环境违法构成环境犯罪的;

（三）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处罚、尚未整改完成的；

（四）一年内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

（五）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要求或

者节能目标要求的；

（六）未依照《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

（七）当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不达标的;

（八）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公开环境信息的；

（九）具有其他违反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要求的。

第二十一条 企业在采购合同中，可以明确约定以下内容:

(一)供应商应将其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地通报采购商;

（二）供应商出现本指南第二十条所列情形或者其他环境问题的，采购商

可以降低采购份额、暂停采购或者终止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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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供应商隐瞒环保违法行为，造成采购商损失的，采购商有权依法

维护其权益。

（四）供应商通过努力，在技术进步、产品生产、流通销售等方面实现比

采购合同约定的环境要求更优的环境绩效的，采购商可以通过适当提高采购价

格、增加采购数量、缩短付款期限等方式对供应商予以激励。

第二十二条 鼓励企业建立供应商绩效监控体系，对供应商在环境保护、资

源节约、企业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监督。

鼓励企业建立本企业的绿色供应商数据库，并与行业绿色采购信息平台和

数据库实现对接共享。

鼓励企业定期向地方有关部门和其他机构、社会公众报告或者公布绿色采

购的成效，接受监督。

第五章 政府引导与行业规范

第二十三条 各地商务、环境保护、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应当支持和引导采购

商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自觉实施和强化绿

色采购，并通过公开绿色承诺等方式，接受社会和政府监督。

第二十四条 各地商务、环境保护、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应当支持和指导企业

绿色采购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和修订。

第二十五条 各地商务、环境保护、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向社会公布下列信息并定期更新：

(一)通过有关节能、节水、环境标志、有机、绿色无公害等认证或认定的

产品及其供应商的信息;

(二)供应商环境信用评价信息;

(三)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具有代表性的采购商制定的绿色采购规范;

(四)采购商的绿色采购承诺书或者绿色采购协议；

(五)采购商实施绿色采购的典型经验；

(六)有利于推动绿色采购的其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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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鼓励新闻媒体对推动绿色采购的意义、有效实施绿色采购的企

业和完整的绿色供应链进行报道宣传，不断提高公众的环保理念和绿色消费观

念。

第二十七条 鼓励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建立本行业绿色采购信息平台和绿色

原材料、绿色产品、绿色服务以及绿色供应商数据库，供有关企业共享，并接

受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社会公众监督。

鼓励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加强行业自律，举办有关绿色采购的宣传、培训、

推广等活动。

鼓励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开展有关绿色采购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指南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第二十九条 中国企业从国外采购原材料、产品和服务,参照适用本指南。

第三十条 各地商务、环境保护、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可以结合本指南和地方

实际情况，制定适合于本地区的企业绿色采购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