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捷讯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Shenzhen Jiexun Intelligent System Co.Ltd.

总部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全至科技创新园科创大厦9C/D/G

电       话：400-600-7248   网       站：www.cnwin.cc

柔性仓储机器人产品手册

全球领先的智慧物流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托盘和箱式存储/分拣



捷讯致力于核心产品的研发和持续创新，推动产品的标准化、应用规模化、交付工序化、服务网络

化，为系统集成商和用户提供性能稳定、品质可靠、售后无忧的产品，推动制造业和电商物流行业的

智能仓储物流的普及应用。

捷讯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汇集了一流的软件研发和装备制造的专家团队，并得到数轮多家创投机构

的风险投资。

捷讯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是一家座落于国家级智能制造产业园区的智能科技公司，专注于智慧物流的软

件、装备的研发、制造和服务，是国家认证软件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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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智能工厂＂多品种、小批次”柔性仓储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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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之柔性仓储4.0

工业4.0是“运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全过程、全要素深度融合，推进制造技术突破、工艺创新和

业务流程再造，实现泛在感知、 数据贯通、集成互联、人机协作和分析优化”

仓储4.0是“基于物联网（IOT）和人工智能（AI）构建敏捷的柔性仓储物流体系，以支持企业柔性

制造和柔性供应链，通过实时感知数据和设备状态的变化，进行优化决策，以满足“多品种、小批

量、大规模”的柔性制造和柔性供应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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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仓储调度

实时生产监控

智能生产排程

智能机器人

自动化生产线

智能物流智能仓储

智能物流调度

车间看板移动管理

上下料设备



捷讯定位工业4.0的核心领域” AI+IOT+智慧物流 ”，核心产品“ 智能系统、智能装备 ”两大系

列，持续提升“高密度存储、高速度运行、高柔性拣选”的性能和效率。

1、智能系统的核心产品是“ IOT物联网大数据平台和CPS智慧大脑 ”， 完成数据和信息在作业现

场端到端的聚合和传递，通过实时大数据分析平台，透过物流机器人，帮助客户提高效率，降低成

本，以智慧驱动生产力。       

2、智能装备核心产品是“ 四向多工位堆垛机、多层穿梭车、MiniLoad“轻型料箱系列和"四向穿

梭车、高速堆垛机 ”重型托盘系列，结合智能系统，为客户提供智能工厂仓储物流系统建设一站式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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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智慧物流支撑平台

捷讯CPS系统特点：

1、多仓库：一个仓库可以设置为多个库区，分区管控

2、全流程：支持仓储、分拣、码垛、搬运、上下料

3、全装备：支持AGV、堆垛机、穿梭车、输送线、升降机、码垛机等

4、追溯性：对生产制造过程中物料的复杂形态转换进行过程追溯

5、全场景：支持在制品、工序转移、车间暂存、线边仓等复杂场景；

6、高适应：低代码平台系统，支持专业开发人员高效二次开发；

7、内置工业大数据库，支持大数据AI开发；

智能系统+智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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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 计划管控 工厂布局 流量计算 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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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仿真

仓储4.0系统规划

1、

 

入库暂存区

A类
整托仓储区

B类

整箱仓储区

C类
拆零仓储区

3、出库分拣区2、单品储存区 4、成套暂存区 5、集货区

出库占比？分
拣回库比例？

出库占比？分
拣回库比例？

出库占比？分
拣回库比例？

根据出库要求确定存储方式根据存储方式确定入库方式

确定存储形式

单品出库多订
单拣选（播种）

余料回库

按订单行齐套

C订单

B订单

A订单

B线路

A物流

1#车间

是否统一载具？

按配送方式集货暂存

仓储物流系统的规划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流程标准化、载具标准化的过程，即将模糊的项目需求建立清

晰的3D+T模型，从工业工程（IE）的角度，就是要“减少库存的浪费，减少等待的浪费，减少搬送

的浪费，减少动作的浪费”，所以项目规划首先要从流程优化着手！

服务与支持

捷讯有一批精通工业工程、智能装备和工业软件的专家，对智能生产、智慧物流、智能仓储有深刻的

认知和实战经验，主要服务于行业龙头企业，致力于现有工厂的升级和新工厂的规划设计，参与国家

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和行业标准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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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式、托盘仓储机器人 典型应用场景

MAXLOAD四向料箱机器人

特点：载重50KG、一次存取6箱支持7米高库 特点：单巷道140箱/小时以上节拍，载重50KG 特点：载重15KG中等节拍应用场景

FASTLOAD多层穿梭车系统 MINILOAD轻型堆垛机系统

窄体托盘式无人叉车

特点：2M巷道、载重1.4T、最高可以举升3M 特点：载重1.2T,适合低楼层密集存储场景 特点：载重1.5T，适合较高楼层场景

四向重型穿梭车 重型AS/RS堆垛机

材料周转箱库

特点：多巷道行驶、6米高载重50KG 特点：1.5T托盘线下分拣与AGV一体化 特点：按工单一次分拣、二次齐套备料

原材料堆垛机库 材料分拣齐套库

成品电商快递订单库

特点：按电商订单高速分拣到快递包裹 特点：客户订单分拣到托盘整托出库 特点：按货柜进行装车，产品密集存储

成品商业订单分拣库 成品海外订单密集库

0807



1009

Elevator Lift

轻载 - 货物提升机

       箱式密集型存储专用货物提升机，配合多层自动生产装配线

或者立体仓储，实现货物多楼层快速输送或高底落差输送。在多

层穿梭车立库内，配合穿梭车，实现货物高速出库、入库、移

库。支持单/双轿厢布局，灵活组合。

备注:其他规格要求请来电咨询

名称 参数

最大承载 单侧100 KG

提升速度 0 ~ 120 m/min

加速度 ≤ 1 m/s²

定位精度 ± 3 mm

定位方式 光电+编码器

传动方式 同步轮+同步带

轿厢布局 单/双

货物布局 1/2/4

对接最(低/高)点（离地/天花板距离） H450mm /  H850mm



MiniLoad-15

轻载 - MiniLoad堆垛机

       MiniLoad-15  载重15KG以内、速度快，通常用于

是3C电子领域的生产车间工序流转暂存库、线边库和

老化测试库等，通过轻型MiniLoad堆垛机在立体仓库

的不同层高之间取放货物，存储密集大、使用成本

低，出入库效率高。

MaxLoad-50

轻载 - 四向多工位仓储机器人

       四向多工位仓储机器人，适合≤ 50 KG箱式和2-

10米的仓储环境，相比传统MiniLoad快和AGV料箱

机器人，效率高、载重大、楼层高，是适合料箱和纸

箱存储的一款高性价比的产品。

备注:其他规格要求请来电咨询 备注:其他规格要求请来电咨询

名称 参数

最大承载 4-8层，每箱≤ 50 KG

提升速度 0 ~ 120 m/min

加速度 ≤ 1 m/s²

定位精度 ± 3 mm

定位方式 光电+编码器+天地轨

行驶方向 可以多巷道四向行驶

轿厢布局 单轿厢+多个暂存位

供电方式 高性能锂电池

对接最(低/高)点（离地/天花板距离） H248mm /  H214mm

名称 参数

最大承载 15KG

提升速度 0 ~ 120 m/min

加速度 ≤ 1 m/s²

定位精度 ± 3 mm

驱动方式 变频减速机

定位方式 光电+编码器

传动方式 同步轮+同步带

对接最低点（离地距离） H 248 mm

对接最高点（离天花板距离） H 21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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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r change Elevator

轻载 - 换层提升机

       在多层立体仓库内，并不是每层都布置穿梭车，

为了实现穿梭车在不同层之间切换取放货物，会在立

体仓库的每条巷道一端配置一台穿梭车提升机，通过

穿梭车提升机实现穿梭车在立体仓库的不同层高之间

切换取放货物。降低使用成本，提高出入库效率。

备注:其他规格要求请来电咨询

名称 参数

最大承载 200KG

提升速度 0 ~ 120 m/min

加速度 ≤ 1 m/s²

定位精度 ± 3 mm

驱动方式 变频减速机

定位方式 光电+编码器

传动方式 同步轮+同步带

对接最低点（离地距离） H 450 mm

对接最高点（离天花板距离） H 8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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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Roller Conveyor

轻载 - 滚筒输送机

滚筒输送机借助动力分段和控制器，每个区段都有电

动滚筒单独提供动力。可在零压力的状态下实现积放

运输。

 技术参数 Technical Parameters :

 运行速度 10 ~ 40(m/min) W 400/600/800

 载荷 0 ~ 100KG C 55 ~120

 驱动方式 24V 电动滚筒 A 420 ~ 900

 滚筒材质 不锈钢/镀锌/铝/包胶 L 420 ~ 2700

 环境温度 -5℃ ~ 40℃ D 50

 备注：其他规格要求请来电咨询



Pallet Stacker

重载 - 托盘堆垛机

       垛机通过电气控制系统 ( WCS ) 与仓库管理系统

（ WMS ) 联机组态后，与地面输送系统、 高层货架

和托盘等一并组成了完整的自动化仓储物流系统，从

而实现货物存取、传输和分拣等。

备注:其他规格要求请来电咨询

货叉

名称 参数

最大承载 1500 KG

设备高度 7 ~ 25 m

行走速度 0 ~ 180 m/min

提升速度 0 ~ 60 m/min

货叉速度 0 ~ 30 m/min

加速度 0.5 m/s²

定位精度 ±3 mm

定位方式 激光定位 / 条码

供电方式 滑触线

 电机/变频器 SEW/西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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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Conveyor

重载 - 链条输送机

用于不适合滚筒输送的物料或大体积重型物料，实现

零积压积放、列队和稳定传输。可以进行多段组合安

装。

 技术参数 Technical Parameters :

 运行速度 12(m/min) W 1000/1200

 载荷 0 ~ 2000KG L 2000

 驱动方式 电机 H 800

 传动方式 链条传动

 环境温度 -5℃ ~ 40℃ 

 备注：其他规格要求请来电咨询

Elevator Lift

重载 - 往复式提升机

       实现货物的跨楼层快速、平稳、安全的输送，其

主要技术特点是：提升机由链条带动，通过变频调速

控制电机驱动提升轿厢上下往复运动，提升轿厢上配

有传动机构，可控制输送货物自动进出。

备注:其他规格要求请来电咨询

名称 参数

最大承载 1500KG

提升速度 0 ~ 40 m/min

加速度 0.5 m/s²

定位精度 ± 5 mm

提升方式 往复式

定位方式 光电+编码器

吊篮滚筒线速度 12 m/min

制动方式 马达制动

通讯方式 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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