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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可
追踪性

我们通过一流的集成
解决方案、强大的项
目管理和无与伦比的
技术支持，确保对快
递员-快递-包裹、机
场、仓库运营商和分
拣流程实现高效的数
据采集。

运输与物流

“

”

企业依靠快递员保持商品和物料的高效运转，同时保
证其安全性和可追踪性。在装载时Datalogic得利捷尺
寸测量解决方案、传感器和视觉系统跟踪包裹跟踪到
运输工具，并支持精确的装车。Datalogic得利捷移动
数据终端和手持式阅读器通过交付确认和签名采集确
保最后一英里活动的可见性。

尺寸测量装置

快递员和包裹

机场

机场通过Datalogic得利捷数据采集解决方案
来保证乘客运输和严格航班计划的及时执
行。Datalogic得利捷影像式阅读器、长距离扫描
器和相机保持行李和货物移动，而手持式阅读器
和移动数据终端检查登机牌，跟踪乘客物品并在
装载行李时对其进行验证。尺寸测量解决方案还
支持精确的货物和行李装载。

通用手持式
阅读器

无人值守
扫描系统

工业手持式
阅读器

无人值守
扫描系统

移动数据终端

移动数据终端



轮胎

物流

传感器和安全

移动数据终端

无人值守
扫描系统

工业手持式
阅读器

移动数据终端

专业物流和第三方物流 (3PL) 组织的商业活动是将物
料运送到工厂、将库存运送到配送中心和将商品运送
到零售商。物流组织通过Datalogic得利捷的产品和技
术，保持这种高效率的流动。当物品在高速输送机上
行进时，视觉系统、智能相机、传感器和固定式条码
阅读器对物品进行跟踪，同时工业手持阅读器和坚固
的移动数据终端实现了装运、收货、拣选、包装和堆
垛自动化。

如今的供应链需要端到端的可见性和实时跟踪。当包
裹和货物经过仓库被装上运输工具时，Datalogic得利
捷传感器和视觉系统对其进行跟踪。Datalogic得利捷
移动数据终端、固定影像式阅读器与固定和手持式阅
读器可确保在装运、接收直至最后一英里活动（例
如，交货确认和签名采集）的可见性。

客户服务部门

EASEOFCARE  
服务计划 

Datalogic得利捷客户服务部门致力于提供广
泛和全面的售后服务。它将服务分为三个层
次，保证每一个具体问题都能得到最合适的
专业协助。
Datalogic得利捷客户服务部门可以在本地部
署一个多语言专业团队，团队成员拥有所有
产品广泛的技术专长。
我们的标准服务内容包括：延期保修、维修
周转时间加快、全年24小时电话服务、保证
备件供应和次日现场检查维修。我们可以根
据您的具体需求提供定制服务。从可行性研
究到延长售后支持，我们的专家将为您的项
目的每一个阶段提供支持，并在必要时分析
根本原因，进行修复。

Dat得利捷延保服务计划在产
品使用周期内提供卓越的服务支
持，确保产品始终能运行在
最佳性能状态。 

可根据您的业务需求提供各种服务计划：

 保修期延长
 (3年和5年可选)

 维修周转时间加快 
 更好的运输条件 
 原厂配件和流程 
 选择工厂进行升级 
 电池管理

请联系您的销售代表，了解您所在区域的服
务类型。

www.datalogic.com

无人值守
扫描系统

工业手持式
阅读器



行李处理系统
行李处理系统中集成了
Datalogic得利捷技术，以读
取被检查行李上的条码。还
可以采用影像技术和RFI阅
读器提高行李的身份识别性
能，并保持行李通过系统时
的可追踪性。

行李与货物处置
使用Datalogic得利捷移动设
备、工业扫描器和移动数据终
端对飞机上装载的行李和货物
进行有效跟踪。它们坚固耐
用，适用于快节奏的机场应用
环境，同时使用Wifi可实时保
持可追踪性。

值机和行李卸载
Datalogic得利捷条码阅读器
在机场内的不同地点扫描纸
质或手机上的乘客登机牌。
手持设备和OEM引擎可以轻
松集成到小型值机柜台，快
速有效地为乘客办理值机和
安检。

超限行李
Datalogic得利捷尺寸测量
系统对沿输送系统运动的
行李箱进行自动分析。
这样可以改变尺寸过大或
违规行李的路线，同时使
用X光机检查其内容。

机场



入库和引导
对 货 车 、 卡 车 、 拖 车 和
飞 机 集 装 箱 进 行 卸 货
时，Datalogic得利捷技术可
以在各种包裹搬运到主要设
施时，轻松地识别它们。
视觉系统和固定式阅读器读
取每个包裹上的条码信息，
将其引导至正确的位置并保
持可追踪性。

出库
集成有Datalogic得利捷视觉
系统、智能相机、尺寸测量
装置或固定式阅读器的智能
出库系统执行包裹的自动分
配。条码标签被自动粘贴在
包裹上，然后由Datalogic得
利捷阅读系统进行自动检测
和验证。工作人员使用工业
手持阅读器和移动数据终端
对托盘或大型货物进行人工
处理。

分拣
集成Datalogic得利捷尺寸测量
装置、传感器和机器视觉解决
方案的单侧面或多侧面扫描通
道，对高速分拣系统中的包裹
进行识别和分拣。尺寸测量系
统是认证交易法规所要求的，
实时影像存储用于视频编码和
OCR。实时图形识别技术识别
有害物质标签，对分拣决策有
积极的影响。

现场移动性
在最后一英里，配备了
Datalogic得利捷移动解决
方案的驾驶员验证包裹的
选择和交付，收集签名并
接受付款，同时不断进行
信息沟通，并通过语音、
数据或文本提供支持。

快递员和包裹



接收
Datalogic得利捷技术为自
动化接收系统增加了物品
速度和数量处理功能。利
用视觉系统、尺寸测量装
置、智能相机、固定扫描
器和其他设备，完成订单
接收、物品识别、标签打
印、码垛和交叉配送任
务。

上架
安全、快速和精确的运输
系统，包括多台用于高速
运输的输送机。这些输送
机通过Datalogic得利捷传
感器、视觉系统、智能相
机和固定式阅读器来进行
交叉对接和对超大或超小
尺寸物品进行调节。

存储
自动存储和检索系统利用
全自动起重机和输送系统
处理包括冷藏食品在内的
货箱或周转箱内的存货。

Datalogic得利捷传感器、
视觉系统、智能相机和固
定式阅读器确保正确放置
和检索货物。人工操作在
存放破损货箱的存储位置
使用工业手持式阅读器和
移动数据终端。

订单执行
无论是处理单个或多个运输
容器的订单，包括手持式阅
读器、移动数据终端和固定
式阅读器Datalogic得利捷解
决方案都有助于确保准确性
和及时性。
在货箱或单元层面促进订单
执行，包括打包、显示和运
输标签粘贴。

装运
分拣系统使用Datalogic得利捷视
觉系统、影像式相机和激光阅
读器识别装运箱并将其运送到
正确的装运道口。显示系统利用
Datalogic得利捷尺寸测量装置的
数据、重量和目标信息，确保准
确贴标和最低的运输成本。

物流



标签验证
使用条码标签对“绿色轮
胎”进行跟踪。工业手持
式阅读器和固定式阅读器
用于阅读条码并触发可追
踪性过程。

质量检查
功能强大的固定式阅读器在整个
质量控制流程中对轮胎进行识
别。

最终检查
对轮胎进行识别，以进行人工
最终修整和检查。

分拣和装运
在装运过程中，轮胎上的条码将它们正
确引导到配送网络或进入最终目标检
查。基于Datalogic得利捷影像式阅读器
的解决方案为最高性能和效率提供了保
证。

固化过程控制
在进入硫化工序之前，通过紧
凑型影像式阅读器或工业手持
式阅读器对轮胎进行识别，以
进行正确匹配。

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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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ATALOGIC得利捷

Datalogic得利捷是唯一一家专注在自动数据采集及工业自动
化领域的全球领先供应商。作为世界级整体解决方案供应
商，Datalogic得利捷的领先技术涵盖条码阅读器、数据采集
移动终端、传感、测量与安全、视觉系统及激光标记系统等
领域。Datalogic得利捷解决方案有助于提高整个价值链中零
售、制造、运输与物流以及医疗卫生流程的效率和品质。

45年来，全球行业领导者通过Datalogic得利捷的产品获得了
高品质的客户服务和创新产品。

Datalogic得利捷总部位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市，目前，在全球
3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2700名员工，在美国、巴西、意大利、
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越南均设有制造工厂。2016年Datalogic
得利捷集团销售额达5.765亿欧元，并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
用于研发领域，全球拥有超过1,200项专利及专利申请。

Datalogic S.p.A.于2001年在意大利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
DAL.MI）。

有关 Datalogic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datalog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