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仓储核心”系统
的关键指标和特征曲线

动态仓储在过去几年内不断持续地发展。动态仓储技术上的革新与半自动和全自动运作

技术的成功衔接促成了新的系统与集成方案。各个层面的这些发展都促成了新的应用功

能和领域的开发。在既定的框架条件下，动态仓储技术相比于传统的仓储技术在物流和

经济选择上更具吸引力。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工厂设备与物流研

究所仓储物流计划与调控专业工程博士

、特许教授 Lothar Schul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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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明确动态仓储的经济投入意义，在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仓储物流系统计划与调控专业，我们考虑

了相关的影响因素，将动态仓储与传统的单个货架仓储进行了比较。比较计算采用西欧的投资和费用

标准。结果以及结论建立在使用欧洲标准托盘整盘进整盘出的仓储存储系统分析基础上。

研究的目的在于，根据货架仓储技术找到仓储核心的完美尺寸及其最理想的长度、宽度和高度。过程

中使用了列举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会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案并从中找到最理想的方案。



为了找到对仓储规划意义重大的最优方案。除了运作成

本最低以外，面积最小和投入最少也很关键。必要的仓

储能力和每小时的物流运转能力是作为用于比较的给定

量。

此外，影响因素还包括所投入的运作技术、仓库温度、

存入货物的大小与重量、企业的工作时间、人力和能源

成本以及建造地基和建筑的费用。

我们开发的一个计算支持模型可计算一系列由给定量和

影响因素构成的与现实相关的可能组合，并开发出关键

指标和特征曲线。对于规划者和决策者来说，它们的好

处在于不仅描述了运转的情形，同时也使过程和趋势鲜

明化。由此可以根据决定来预测未来的发展，如增长的

仓储运转能力。

图片中显示的运行成本包括了一段时期的人力、能源和

维护费用。运行费用和计算成本的和即为总成本。每个

图标都标示了主要的条件。这里指的是仓储能力、最优

化目标、物料搬运技术、仓库温度和转运情况。

开发出的关键指标和特征曲线将作为是否为符合要求的

仓储系统的选择标准。这使得规划者和决策者的方案被

限定在技术可行且经济性的范围内。

研究结果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在相同的储存能力下，随着单元货载不同特征组的减少，

通道的深度增加而通道的数量则减少——典型的特征是

货物相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动态仓储技术的

仓储系统的经济性更高，而对面积的要求则降低。

动态仓储缩短了运货轨道从而降低了对叉车与人力的需

求。因此，随着物流周转能力的提升，动态仓储的费用

增幅要小于一体化仓储。

由于动态仓储的建筑总量较小，在同样的仓储能力下其

用于加热或冷却的能量需求较小。这一点在保鲜仓库，

尤其是冷冻仓库的应用上，随着未来能源价格越来越高，

更突出了其成本优势，且强调了生态效益。

在动态仓储中，由于通道的倾斜而产生的无用的空间因

动态仓储较小的面积要求而得到了弥补。

概述

总成本优化，前移式叉车，5,000托盘，150托盘/小时，常温

成本%

总计 人工成本

一体化存储

动态存储

100

82

58

3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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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仓储的重要特点是通道的结构。通道均配备了非驱

动轮。单元货载在通道中流向出口的过程完全由重力来

实现。货载随着滑轮在通道滑动，其速度则由刹车轮来

控制。

通道末端的分离器可以保证在一个货载被取走后其后积

压的多个重量级货载都能平缓地推进。每个通道上即将

被取走的货载通常对顺畅的取货毫无压力。动态仓储使

通道深度多达五十个托盘的集合仓储成为可能。

对于那些要求快速，货物数量有限，且要求节约能源的

物流来说，作为紧凑和高效的技术解决方案，动态仓储

是绝对的选择。与传统仓储技术经济性的比较更加突出

了这种优势。

仓库的温度也会影响费用。普通仓库，保鲜仓库和冷冻

仓库各不相同。普通仓库不受温度影响。

功能

总成本优化，前移式叉车，150托盘/小时

总成本 %

温度 仓储能力托盘 一体化存储 动态存储

常温 5.000 100 81

10.000 122 126

15.000 147 157

冷冻仓库 5.000 139 111

10.000 192 168

15.000 250 218

运作成本优化，前移式叉车，150托盘/小时

运作成本 %

温度 仓储能力托盘 一体化存储 动态存储

常温 5.000 100 60

10.000 102 79

15.000 104 80

冷冻仓库 5.000 115 71

10.000 128 96

15.000 1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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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仓储的一个特征是可扩展性。同一特征的单元货载

数量的增加可通过增加通道长度来实现。而不同特征的

单元货载的增加则可通过增加通道数量来完成。单元货

载的特征可包括货物种类、其保质期、供应商、目的地

、运输途径、排序、货载的长度或高度以及产品组分类

等。

加强上游和下游的控制技术可实现吞吐量的增加。包括

增加联合工作的人力或自动叉车，或者建造更多拥有自

动单元的运输段，如起重机。自动控制装置将取出的货

载转移到指定地点以备内部运输。为此需要有相应的工

作段来完成货载的归入操作。

叉车可分为电动托盘堆垛车，电动拣选叉车，前移式叉

车和三向堆垛叉车。动态仓储及内部运输中也运用人工

驱动的叉车。仓库运作与内部运输之间的一段费时又费

钱的过程可以省略掉。

动态仓储完美地实现了对仓储量及运转灵活性的要求。

动态仓储定会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发展。由于其灵活性，

动态仓储尤其适用于仓储技术的改造或系统更换。

在这个可随意选择仓库地址的时代，灵活性成了仓库设

施选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要求工人和技术能接受地

址的更换。同时，对于仓库设备和仓库运作技术来说，

也需要能做到在一个地点拆除设备并在另一个地点快速

、顺畅且经济地建起设备。动态仓储能满足这一要求。

应用能力



8

动态仓储可用于生产、交易和服务领域。作为半自动或

全自动的系统，它运用于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在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人们都可以见到其身影。

在生产中，他们通常起到分流器的作用，将不同领域的

生产线从主生产线中分离出来。在此，动态仓储的一面

起储存作用，通道则起分离作用，并实现分流，另一面

则起到储存成品与处理垃圾的作用。通道上的从输入到

输出的流水操作由重力来“自动完成”，因此并不需要人

力运作。

动态仓储还有一个高能效的特点。由于集合建筑，节省

了面积资源，同时也更环保。仓储技术在建筑中独立存

在，因此也不依赖于建筑。

例如，预制时将不带货物的建筑模块装入相应的通道，

并在强制流程中依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为最后的组装做好

准备。当到达有着相应托盘的取货通道时，不用寻找就

可以将货物从特定的仓储空间中取出。根据其工作原理

，动态仓储有着其独特的存储秩序。

应用领域

总成本 %

转运托盘/小时 一体化存储 动态存储

50 88 92

150 155 139

250 222 187

总成本优化，前移式叉车，5,000托盘，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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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动态仓储还可以用于入库和取货数据准备的集合

任务。货架的上半部分进行入库操作，下半部分则准备

取货。入库与取货的通道倾斜方向是不同的，发生的流

程方向也不同。而由此入库和取货可以互不干扰地同时

进行。

面积优化，前移式叉车，150托盘/小时，常温

面积%

2.500 5.000 7.500 10.000 12.500 15.000

仓储能力托盘

一体化存储

动态存储

11

20

51

30

67

40

84

50

100

60

18

34



10

技术与经济性

在动态仓储中为实现货物的输入与输出用到了重力的

作用。在此并不需要动力，因此省下了操控与调整的

费用。动态仓储中大量标准配件的使用也简化了备件

物流。由高质量配件替代用久了的部件，则机械的生

命得到了延长。在此也符合物流的一个道理，即质量

总有其价值，中长期来看投入总会有所回报。

标准配件的使用实现了系统的掌控性和透明性，较少

的费用就能实现系统维护。另外，动态仓储牢固可靠，

为每位运作者提供了持久的高质量物流。

滑轮的结构对动态仓储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们

必须保证单元货载能安静、平稳地滑行。同时，只有

滑轮灵活，才能实现储物柜较小的坡度。灵活的滑轮

噪音也较小。长达六十米的通道导致了货架上下由系

统决定的无用的空间。这种状况降低了空间的利用率。

原则上，在选择一个合适的货架系统时，除了考虑结

构和技术的特点，还要考虑到相关的运输和建筑内部

温度调节所需的能量损耗。

高能效的仓储系统的基础在计划阶段就已经确定。在

该阶段需要考虑的是对于建筑的测量与结构的重要决

定，这也与选择的货架技术和运作技术密切相关。选

定并实施的建筑结构必须能削减高额的消耗，或者能

适应不同的需求。因此，在计划时应该万分谨慎，并

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再做出决定。

在高能效仓储系统的背景下，首先需要审核建筑空间。

重点在于，对于能源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建筑中的加热

与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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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的建筑高度不能被货架系统和叉车充分利用，却又

有多余的空间需要被加热或制冷。需要注意的是，地面

面积越大，最佳高度的意义也就越大。在仓储系统中，

确定各个区域的规模时，建筑的面积要适应于相应的货

架系统、堆放地以及中转区的要求。由此，除了获得最

佳的建筑空间，还可以缩短连接仓库、堆放地和中转区

的运输道路，并通过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能耗。

在内部物流中，提高能效的话题并不只在特定领域，而

应该是在全局中都非常重要。一个高能效的仓储系统结

构意味着在计划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将来的运作中可能遇

到的诸多问题。除了使用特定的材料、货架种类和运作

技术，整个系统的规模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动态仓储提高了空间利用率，同时降低了加热、制冷以

及照明的能耗。此外，还降低了对建筑和其中设备的投

资。仓储系统内部缩短的运输路程不仅降低了能耗，也

使人工成本的降低成为可能。

总成本优化，前移式叉车，5,000托盘，150托盘/小时

总成本 %

温度 一体化存储 动态存储

常温 100 81

保鲜仓库 116 94

冷冻仓库 13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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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说明 %

一体化存储 动态存储

投资 100 117

总成本 100 81

能源成本 100 60

面积 100 84

空间 100 55

人工成本 100 60

动态存储在总消耗上与传统的一体化存储相比有着物流

与经济的优势。当要求中快速的托盘周转以及较高的通

道储存能力时，动态存储总是值得一提的选择。

对于高能耗的仓储任务，如存储需保鲜和冷冻的物品，

动态仓储不仅提供了生态方面，也提供了经济方面的优

势。这些优势使得许多著名的企业都选择动态存储来实

现物流需求。

以上的关键指标和特征曲线支持仓储相关技术的选择。

为了得到特定的结果，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仓储物流系

统计划与调控专业开发了一款软件工具。它可以给出特

定的数据并根据不同的目标数据进行完善。与计划相关

的数据，如投资、总成本和面积需求，都可以直接得到

其精确的结果。

总成本优化，前移式叉车，5,000托盘，150托盘/小时，常温



13

作者

Lothar Schulze工程教授、博士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仓储物流系统计划与调控专业主任，中国

南京东南大学客座教授，迪拜、新加坡 SP Jain 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赵林度Lindu Zhao教授、博士

中国南京东南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主任，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

客座教授。

工程博士 Li Li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仓储物流系统计划与调控专业科学员工。

Ostwestfalen-Lippe 应用技术大学讲师。

工程学硕士 Daniel Knopp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仓储物流系统计划与调控专业科学员工。



14

鸣谢

以上白皮书是我们的研究项目第一阶段的结果，主要

关于中快速运转货物分配的相关数据的计算。

该白皮书由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仓储物流系统计划与

调控专业（(PSLT）) 工程学特许教授博士 Lothar

Schulze作为项目研究带头人，由南京东南大学系统工

程研究所主任、工程博士赵林度教授在中国市场的配

合完成。此外，为增加数据的可信度，我们还征询了

多位国际物流专家和用户。

下一步我们将开发一款模拟工具，可评估如吞吐量、

员工人数、运作和能源消耗等关键数据，并能给出能

源平衡、最优化建议、总消耗及资本回流时间的可靠

预测。

有了该白皮书和模拟工具，Interroll 配送中心计划者和

执行者希望能为全球创造更多的价值。

Interroll 是全球领先的内部物流关键产品生产商。，其

产品应用在食品加工、空运、快递企业，配送中心以

及其他不同的工业领域。这家总部位于瑞士 Sant'Anto-

nino 的上市公司在各大洲服务超过两万三千名客户，在

全球 29 家公司雇用超过 1500 名员工。

interro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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