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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埃孚福田自動變速器

(嘉興)有限公司案例，

中國: 汽車行業的半自動儲存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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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商用車的需求呈上升趨勢。隨著經濟的成長，銷售額也逐年增加。即使
在 2020 年新冠疫情達到高峰時，需求也沒有減少。

採埃孚福田持續成功

採埃孚福田

TraXon 是市場上效率最高的商用車變速器，其效率係數

為 99.7%。該系統被整合至財富 500 強企業北汽集團旗

下福田汽車所生産的商用車中。

在 2019 年合資企業開幕時發表的一份聲明中，北汽集團 

CEO 徐和誼先生表示:“這家合資企業見證了兩個行業領

導者的攜手合作。其代表了北汽和採埃孚在變速器産品和

製造方面的全球領導地位及其産品創新和業務能力。

採埃孚福田的自動化倉庫  

此工廠佔地超過 250,000 平方米，分兩期開發，耗資 50 

億元人民幣 (約6.41億歐元)。一期工程於 2020 年 1 

月 1 日完工，年産 11.5 萬台自動變速器和 2 萬台緩速

器。二期工程預計於 2022/2023 年完成，將擴大生産重

型齒輪箱，年産量為 190,000 台，並將減速器的年産量

再提高 40,000 台。

採埃孚持股 40% 的第二家合資企業福田採埃孚 LCV 

自動變速器也在嘉興為中國市場生産輕型商用車變速器。

勝斐邇的儲存系統優化空間的利用

採埃孚福田的倉庫為半自動和全自動倉庫整合的理想組

合。勝斐邇的窄巷道貨架 (VNA) 為選擇性棧板貨架的一

種衍生，可提供更高的儲存密度和 100% 的揀選，與 

SSI Miniload (理想的儲存和揀選系統) 配置結合成一個

緊密型的解決方案，在垂直和水平方向增加了儲存面積，

從而確保空間的使用率。

雙方將發揮各自的技術和優勢，形成模組化和標準化的生産

平台，為世界生産頂尖、高效且智能的傳動産品。我們將為

中國商用車客戶提供世界一流的産品，引領行業發展。” 

根據經濟學人智庫 (EIU) 的數據顯示，2020 年中國商用車銷量成長 18.7% 至 510 萬輛，創下歷史新高，而由於利

率低且具有吸引力的融資交易和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支出增加，全球銷量下降 15.7% 至 2310 萬輛。中國經濟沒有受

到大流行的嚴重影響， 實際上它是唯一一個 GDP 成長 2.3% 的經濟主體。

EIU 預計 2021 年又將是個輝煌的一年，因為 2020 年為中

國帶來銷售成長的因素仍存在。此成長對於中國市場的重型

商用車全自動變速器系統製造商採埃孚福田 HCV 自動變速

器 (嘉興) 有限公司來說是一大福音。該公司為全球最大汽

車供應商之一的採埃孚 (ZF Friedrichshafen AG) (51%) 和

中國商用車製造商福田 (Foton) (49%) 共同擁有，位於上

海南側的嘉興工廠負責生産採埃孚 TraXon 12 速變速器。

勝斐邇之所以被選為負責此項目的原因為“採埃孚福田已

體認到勝斐邇是全球領先的系統整合商，並在工業領域擁

有豐富的項目經驗”。在中國及其他地區成功完成的項目

實績更展現出勝斐邇“領先的技術、專業的能力和優質的

服務”。

工廠位於嘉興，上海的南側 團隊討論項目

來源: https://press.zf.com/press/en/releases/release_70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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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ges.ssi-schaefer.com/zh-tw/zf-foton_palletrack

定製的貨架經優化設計以滿足您的特定要求，

獲得更多棧板貨架系統的相關信息，請點擊處。

挑戰

高密度設施所面臨的挑戰

高密度設施所面臨的挑戰

•   於15,900平方米的倉庫中，使用7,800平方米的空間提供65,000個

SKU儲位

•   提高公司的生産效率。一旦生産線發出需求，倉庫必須能在最短

的時間內做出響應，為生産線提供生産所需的備件

將工廠變成自動化倉庫是緊

密型設施的目標之一。貨架

於工廠設施中並排陳列，汽

車備件的儲存和處理必須經

過策略性的設計，以儲存不

同尺寸的組件並響應生産區

域的出庫請求。

採埃孚福田的備件有不同的

尺寸，因此需要兩種不同類

型的貨架系統來處理儲存

容量和密度。窄巷道貨架 

(VNA) 應用於儲存棧板和大

型物品；SSI Miniload 儲存

小型零件，這兩個系統都旨

在有效利用可用空間並提高

揀選效率。

SSI Miniload 料盒式儲存系統 (ASRS) 是一種高速、高密

度的儲存系統。4 條巷道裝置高度為 7 米，為倉庫提供 

56,400 個料盒儲位，吞吐量為每小時 430 箱。

由於巷道略寬於棧板貨物，VNA 非常適合較高的狹小空

間。採埃孚福田的 19 條巷道高層架倉庫由 12 輛 VNA 

叉車提供服務，可提供 12,812 個棧板儲位，實現每小時 

110 個料盒的吞吐量。

中國貨架供應商提供的常規支柱寬度為 75mm 至 

90mm，但勝斐邇為採埃孚福田客製化自己的規格。使用

高級材料，並在馬來西亞工廠製造尺寸為 60 mm 寬的支

柱，不僅規格小也更加堅固。雖然支柱的前期成本可能較

高，但它提供了額外的儲存容量，因此更有效益。

勝斐邇能夠通過使用可定製的沖孔立柱垂直擴展存儲度。

不同於在立柱上均勻地打孔，勝斐邇採取選擇性地打孔以

適應不同的産品尺寸，從而創造更多的存儲位置。 通過

水平和垂直擴展存儲空間，勝斐邇能夠創造額外的存儲空

間。

選用正確的材料和結構，將載重的儲存密度發揮至最大

倉庫與生産區相鄰 SSI Mniload 料盒式儲存系統

SSI Miniload和VNA

窄巷道貨架 (VNA)

客製化 60mm 寬的支柱

這兩個儲存系統共同為倉庫提供了 69,212 個庫存單位 

(SKU)，其綜合的儲存容量遠遠超過採埃孚福田原本的需

求。在招標文件中，儲存供應商被要求在 78,000 平方米

的空間內提供至少 65,000 個 SKU。

https://pages.ssi-schaefer.com/zh-tw/zf-foton_palle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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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能和優化功能，獲得更多物流軟體的相關信息

https://pages.ssi-schaefer.com/zh-tw/zf-foton_wamas https://pages.ssi-schaefer.com/zh-tw/zf-foton_carton-and-bin-

conveying-system

適用於任何承載裝置的模組化輸送解決方案以優化物

料流程，獲得更多輸送系統的相關信息

https://pages.ssi-schaefer.com/zh-tw/zf-foton_ssi-miniload

可靠地揀選料盒、紙箱和托盤，獲得更多 

SSI Miniload 的相關信息

符合生産要求 客戶：滿意度、服務和支援

內部物流解決方案的供應並不僅限於硬體或

軟體的交付。為確保項目移交後，採埃孚福

田的生産和物流運作能無縫執行，系列的售

後服務包括軟體的培訓、現場人員監控運行

狀態 (移交初期) 以及全天候的技術支援，

為採埃孚福田團隊提供線上支援和半年一次

的硬體檢查和維護服務，讓他們在軟硬體操

作的過渡期能更加上手。

採埃孚福田已為勝斐邇的儲存系統蓋下了認

可的印章。

採埃孚福田要求儲存系統與生産同步。當生産的組件

到達工廠時，將由進貨區接收，接著運送至重新包裝

區進行分揀。較大的零件放置於棧板上，並透過叉車

運輸至 VNA 儲存區，而小零件則放入料盒中進行人

工堆垛。

之後使用叉車或拖板車將完整的棧板運送至工作站。

在工作站內，這些料盒由機器手臂卸下放在箱式輸送

系統上，並運送至自動化料盒式倉儲系統 (AMS) 進

行儲存。

一旦生産線發出需求，倉庫系統會立即為生産線提供

所需的零件。收到來自生産線的指令後，負責管理採

埃孚福田營運的 SAP 軟體將處理出庫訂單，並轉發

給 WAMAS®。此為一款兼具控制和監控倉庫營運的

勝斐邇倉庫管理軟體。接收 WAMAS® 的指令後，

裝有所需零件的料盒會自動從 AMS 取出並送往工作

站由人工發送至産線。

結果

小零件存入 SSI Mniload 前，會先由工作站進行分揀

零件將由 VNA 的棧板或 SSI Miniload 的料盒中取出

“在此項目中，與勝斐邇的合作非常順利且效
率高。在這兩年多的使用期間，此自動化系統
幾乎沒有出現故障的情形，為物流部門的高效
運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採埃孚福田物流經理黃瑞先生

https://pages.ssi-schaefer.com/zh-tw/zf-foton_wamas
https://pages.ssi-schaefer.com/zh-tw/zf-foton_carton-and-bin-conveying-system
https://pages.ssi-schaefer.com/zh-tw/zf-foton_ssi-mini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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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汽車行業的半自動儲存設施

https://pages.ssi-schaefer.com/zh-tw/zf-foton_case-study

事實與數據

事實與數據

勝斐邇的供貨與服務範圍

倉庫面積 15,900m2 （勝斐邇規劃了其中的7,800m2）

SKUs 69,212

工作時間/天 24小时/天

輪班制 一天兩班制

輸送系統

箱式輸送系統 250 m

存取系統

SSI MINILOAD 4 條巷道、56,400 個儲位、單層深， 

高度：7m、430 次循環/小時  

VNA 貨架 19 條巷道、12,812 儲位、118 次循環/小時  

軟體

物流軟體 WAMAS®

事實與數據

https://pages.ssi-schaefer.com/zh-tw/zf-foton_case-study


  穩定性

  作為一個財務獨立的家族企業，我們為您提供長期的解決

方案，從始至終是您最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

  高效性

  我們的解決方案是可擴展的，可根據您的需求而變化。選

擇勝斐邇，為您未來的成功增值。

  高品質

  作為系統專家和原始設備製造商，勝斐邇為您量身定製“

一站式”的高品質解決方案，專為應對您的挑戰而設計。 

  可靠性

  我們的全球客戶服務與支持服務能確保您的設施順利穩定

地運行。 

  專業技術 

  我們的解決方案始終確保最新的技術標準，可輕鬆地整合

至現有的 (IT) 系統中。

  國際化

  作為一家全球化企業，我們在全球擁有超過 70 個營運據

點，並使用客戶的語言，提供在地化服務。

選擇勝斐邇的六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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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保留對本文檔中顯示的所有産品進行技術更改的權利。 由於印刷色差，

産品顔色可能與原始顔色不同。我們對印刷錯誤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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