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k | systemizer ﬂeet
专为牵引电池设计的价格优化的充
电站

www.hoppecke.com.cn

电能

是我们动力的源泉...
您正在翻阅的是我们长达90多年的工作成果。我们为移动电源
提供创新方案的热情持续了近百年——拥有悠久德国工业技术
的我们从未停下前进的步伐，即便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
在前进的道路上，员工的努力与付出让我们不断实现自我突破。同
时，我们也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持续推动企业发展，肩并肩地把
昨天的许多“不可能”变成了今天的“可能”。
在与您的合作中我们不断完善产品质量，成功将经济型解决方
案与高精尖的产品相融合，根据您的需求，提供更适合您的方
案。
凭借我们在全球20多个地点拥有近2000名员工的公司架构，我
们始终与您紧密相连，并一直秉承开拓创新的精神。
我们的日常目标是为您提供灵活多变的设 计和极其可靠的产
品。凭借几十年来在全球各地的本土化服务，我们对各种特殊挑
战了如指掌。

如果您期望的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产
品，而是一个能源解决方案和一位始
终在您身边的称职伙伴，HOPPECKE
将永远是您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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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超各组件效用之和

trak | systemizer ﬂeet - 定制化充电房
内部 物 流中的 电 动叉车 数 量 持 续 增 长 。在 欧 洲，仅仅 五
年，电动叉车的份额就从49%增加到55.2%。我国的电叉
车占比也大幅增加。

分析评估

为实现现代叉车车队的高效平稳运行，和操作安全性,
电池充电站和更换站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
是在多班制操作中。

专业定制

除了经济效率和操作安全外，易于操作也很重要。驾驶
员必须能够轻松、快速和简单地更换电池。

解决方案

高质量配件

我们直接在现场分析您的能源需求和
实际情况

以多年的专业经验为基础，我们有能力
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创新方案。

我们使用前沿的技术对您的系统进行整

 车队分析

节省更多能耗

 能耗计算

 经分析评估后，为您制定集中式充电
房或分散式充电站的解决方案

 行驶路线

专属技术图纸

 优化车队行驶路线和场地空间利用

 班次 / 休息模式

专业安全顾问

 建筑规划的后备军

 场地测量

 投标支持

灵活的能源计费解决方案

地面情况

独立技术团队

 德国品质

体、可持续和模块化的规划。

遵循德国标准的解决方案

通过trak | systemizer ﬂeet, HOPPECKE 根据您的需求量身
定制充电房系统解决方案。充电房中各个组件共同协
作、完美匹配，充分发挥其潜力，保证了更高的工作效
率。

交钥匙工程

售后服务

我们只使用高质量和完美协作的
HOPPECKE配件。

HOPPECKE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全包式服
务，移交给您后无需额外的后续安装。

从长远来看，我们多样的售后服务可确保
您的投资安全并提高系统的可用性。

 模块化更灵活

 子项目或完整项目的管理和支持

 现场安装、维护、检查和培训

所有系统配件和组装均出自
HOPPECKE

 交钥匙充电站的安装

全球收集和废料管理系统

充电站的调试和验收

以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数据为基础
的专业咨询

 一体化服务，无需多个分包商:通风系
统，电气安装，地面改造等。

充电站的操作
 能源管理

 优化和节省能源的方案制定
系统内各零配件的采购、租赁和
翻新

 电气安装
 通风情况

应用类型

非常适合您的电动车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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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叉车
电动托盘车
电动商用车
建筑和农业机械车
特殊用途车辆
地面清洁设备
电动休闲车

应用领域








物流行业
食品工业
零售和批发
木业
汽车行业
医药行业
所有对内部物流有需求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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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业务增添更多动力

trak | systemizer fleet – 一项收益更高的投资
通常在采购电动车队时，大家对电池充电站的重视程度太低，
高效的电池充电和更换系统对运行成本的积极影响也常常被忽视。

通过trak | systemizer ﬂeet， 我们为您提供
个性化的设计规划，以及工业车辆的交钥匙
工程：电池充电和更换站的安装和调试。我
们的技术专家全程为您服务，根据您的需求
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并专注于所有的重要因
素。
我们的充电站确保了更高的系统和能源可用
性，解决方案在确保成本效益的同时也遵循
所有的法律标准和法规。得益于系统组件的
模块化和灵活性，我们可以协助您降低投
资、维护和能耗成本，优化您的车队管理。

小小的投资 - 大大的回报
电池

充电站可为您降低更多的操作
费用
更低的能耗

电池充电
系统

相应的购置成本

更低的维护费用

更高的经济效益

优化投资保护

更高的效率
所有系统组件完美协作。

节省更多空间
不再需要专门为不同电池/车辆配备相应充电机的独立充电室。

更高的节能效果
高质量trak | charger HF premium充电机可大大降低能耗，与传统50Hz
充电机相比，在每次充电过程中可减少能耗高达14%。

可通用的充电机
每个充电机都可以为不同电压和容量的电池充电，这减少了所需的充
电机数量。 .

提高车辆可用性
快速充电功能可在 2.5 小时内将电池充电至标称容量的 95%。

可集合到现有管理系统中
通过标准化接口和通讯协议轻松集成到标准楼宇控制系统中。

精确且可规划的充电时间
归功于高频技术的自动电源调节，在充电过程中可创建最佳充电特
性，从而进行精确规划。

提高生产力
通过持续和动态优化客户的内部物流管理，核心生产力将显著提高。

更低的维护费用
避免过度或不充分的电池使用，减少电池维护和维修的时间和成本。

高灵活性
配件和可选组件能随时改装或激活，因此充电站系统可随着您的需求
而轻松升级，无需中断日常操作。

延长的电池寿命
充电房智能系统优化电池取用。

户外使用
trak | systemizer powercube 是户外安全和专业充电的首选。

更少的替换电池

工业车辆

trak | systemizer fleet
为您的投资保驾护航

案例分享 | 优化成本

挑战

HOPPECKE 为一家木材公司的重型电车车队开发了交钥匙解决方案

该公司想要把重型内燃车更换成电动叉车，
同时降低运行成本。

某木材行业龙头企业的物流部门即将对其重型叉车进行一次
全面的技术变革。除了降低运营成本外，改用电力驱动还旨
在造福环境和员工的健康。

所需的 24 块电池以节省空间的方式存放在两层的重型机架系统
上，它们可以直接在仓库中进行快速更换。因此，客户每班节省
了 1 小时 30 分钟的操作时间和生产成本。

先进的充电站概念和智能的电池更换系统令人信
服。HOPPECKE 负责充电站的整体规划和安装，包括电气安装
和地面改造。现场12台柴油动力重型叉车被12台8吨重型电动叉
车取代，现在的电动车运输方式与以前的柴油车相同。

为客户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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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电站创造一个合适的工作环境
遵循相关法规
降低运行成本
减少能耗和CO2 排放量
优化大型重型牵引电池存放空间








每班生产节约高达20%的时间
每年节省高达180,000€的运营费用
得益于电动驱动，减少100%颗粒物质
降低噪音水平和烟尘颗粒排放
提高了终端客户的满意度（产品上无烟尘）
延长动力电源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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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绝不在安全和舒适上偷工减料
trak | systemizer fleet - 助力您的车队创造更高效率
trak | systemizer ﬂeet 是专为所有类型的工业车辆和各种规
模的车队设计的。当为您的电池充电和更换系统做优化规划
时，我们不仅将电池所需数量，电池大小和车辆型号考虑在
内，我们还结合周围条件，充分利用可用空间。

电池更换是手动进行还是自动进行视所选取的系统组件而定，
无论哪种方式，都无需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保证了核心业务的
生产力，提高操作安全性。

更安全

更方便

更先进

自动提示
及时发现故障并立即通知负责人员。

更简单的车队管理
可 管 理 高 达 20 0 台充 电 机 和 1 0 个 电池 库，第三 方 充 电 机也
可轻松集合到电池管理系统中。

预测性维护
在故障变得严重并导致停机之前，HOPPECKE 服务技术人 员
就已到达现场。

直观操作
为车辆驾驶员提供多语言的、便于操作的说明。

数据安全
与领先的云端供应商密切合作。 通过使用先进的分布式服务
器，保证网络安全和防止数据丢失。

关于不正确或取用失败的详细报告
屏幕会显示电池被取出的情况。对车辆和班次的监控可反映驾
驶员是否需要进行培训。
“最佳充电”功能
保证每次从充电站取用的电池满充且“最佳”。

“fire and forget 即发即弃”
每个电池均可连接到所有HOPPECKE的充电机上。

受监控的通风系统
通过封闭电池位置和专用通风系统排出产生的氢气。

电池更换轻松便捷
更换电池仅需一点，甚至是不需费力。

先进的电池检测系统
trak | monitor 的故障-安全警报可在出现问题时提供早期警
告。

快速读取报告
可选择在电脑或智能手机上获取报告。
360° 仪表台
360°
仪表板可让您快速了解充电站的就绪情况和可用情
况——即使是远距离也一目了然。

重点：一个经过优化规划的充电站可以帮助
您显著降低运营成本！

云端访问
通过仪表台远程访问所有数据，也可通过智能手机或电脑自动
接收警报和违规操作。
trak | optimizer
HOPPECKE 对安装进行设计、调试、支持和优化。
trak | ecomizer
定 制 车 队 解 决 方 案，包 括 设 备 配 置 。HOPPECK E始 终 保证
更优化的电池和能源可用性，您只需为实际消耗的能源付费。

能耗

案例分享 | 全自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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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时间

空间需求

投资

挑战

HOPPECKE为一家中国钢铁制造商的AGV车队开发了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该公司需要使用自动导引车 (AGV) 实现全自动化
操作，包括完全自动电池更换站。

AG V 车 辆 可 独 立 工 作 ， 但 有 时 仍 需 要 人 工 更 换 电 池 并 充 电 。
trak | systemizer ﬂeet可协助实现全系列自动化。

整个操作中无需人工协助。如果电池需要维护，它会自动移动到
一个单独的服务站，在那里进行必要的维护工作。

 电池数量不足，车队利用率浮动较大
 停机时间长耽误物流进程
 电池更换过程中因拆卸不当
导致故障风险
 电池更换时损坏电池铁箱

在客户端的全新充电站中，18个几乎免维护的trak | uplift电池配套
13台trak | charger HF premium高频充电机实现了快充。

为客户带来的好处：

电池管理系统trak | monitor 4.0为全自动操作提供必要数据。电池
由动力转换器从充电站中取出，再安装到AGV车辆中。









提高投资保护
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优化可用电池的使用
充电站全自动电池更换
优化充电过程，节省能耗
提高车辆利用率
减少维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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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Quality

50%

创新组件创造更高效率

定制充电站支架可
节省高达50%的空间。

trak | systemizer fleet – 完美协作

trak | Xcharge

现代内部物流对流程链中的每一个组件（包括电池更换站）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加快流程来确保增值活动的更高效率，这是通过为您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来
实现的。

50%

优化的充电模式可节省高达
50%的能耗，通过

100%

trak | monitor 4.0

9%

通过充电机的智能模块化管理，
可节省高达9%的能耗。

trak | charger HF premium

交钥匙工程，包括所有规定的安
全说明和急救站。

trak | systemizer fleet

85%

更少的耗水量和更长的维
护间隔可节省高达85%的操作费用。

trak | uplift iQ

35%

通过减少电池数量和更大程度地节
省空间，可减少高达 35 % 的投资。

trak | Xchange TU

40%
50%

更方便的电池更换可节约高
达50%的操作时间。

HOPPECKE充电站 —— 贴合您的需求
提供灵活的定制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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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更换电池，速度可提升
高达40%。

trak | Xchange MU

trak | Xchange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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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小型规模的电池充电站

适合中型和大型规模的电池充电站

HOPPECKE电池更换小车 trak | Xchange TU 适用于12V至48V的工业牵引蓄电池，它们专为电动托盘车和低升降式拣货
机而开发，可在滚筒架上侧向更换电池。

HOPPECKE电池更换小车 trak | Xchange MU 和 trak | Xchange PU适用于24V至80V
的工业牵引蓄电池，它们专为电动托盘车和低升降式拣货机而开发，可在滚筒架上
侧向更换电池。

trak | Xchange TU 电池更换系统

trak | Xchange TU 配备双滚筒装置，可快速更换电池。
trak | Xchange TU 系统可在地板安装的导轨上运行，以确
保手推车的轻松移动。同时，锁定装置确保电池的安全运
输。

trak | Xchange MU 和 trak | Xchange PU电池更换系统

trak | Xchange TU-PT 配备了一个特殊的升降结构，可以调
节 110 毫米的高度。
trak | Xchange TU-HY 具有液压高度调节装置。由于调节范
围大，12 V 至 48 V 电池的所有车型和变化高度都可以通
过 trak | Xchange TU-HY 进行更改。车辆轮胎的磨损在更
换系统中通过滚筒架的高度调节得到补偿。

trak | Xchange MU 电池更换系统配备了
滚筒装置，并具有手动绞 盘装置，便于
将电池推入和取出车辆，并将其重新加
载到滚筒架上。
trak | Xchange PU配有液压驱动的伸缩
装置和相应的电磁吸盘。

它们的液压装置可轻松将电池推入和取
出车辆或滚筒架。
trak | Xchange MU 和 PU 均可自由灵活
地移动，实现快速更换电池。同时，锁定
装置确保电池的安全运输。

充电站组件
 trak | Xcharge
节省空间的支架

 trak | charger HF premium
模块化高频充电机

 trak | Xchange PU / MU
适合中型和大型充电站的电池更换系统

 trak | monitor 4.0
电池管理系统

充电站组件
 trak | Xcharge
节省空间的支架

trak | charger HF premium
模块化高频充电机

trak | Xchange TU
适合小型充电站的电池更换系统

trak | monitor 4.0
电池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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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k | Xchange TU

trak | Xchange MU

产品特点

应用范围

 即时使用
 占地面积小
 紧凑设计
 降低投资费用
 便于扩展升级
 快速更换电池
 提高操作安全性

 工业叉车
 商用车
 农业和建筑机械车辆
 特种车
 清洁设备
 升降平台

 冷库
 厂房
 车间
 仓库
 分散式 / 集中式充电站
 更多类似应用场景

trak | Xchange PU

当然，我们也提供电池回收服务。
HOPPECKE 将资源回收再利
用，与您一起为环保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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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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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的不只是空间: trak | systemizer powercube
充电站户外可选方案，具有更高空间效率
由于意外的订单高峰，您的牵引电池和
充电机的数量不再足以为您的工业叉车
提供能源？您是否计划将您的车队从内
燃转向电动？但是由于空间不足、预算
低 或安 全标 准高 而无法 扩展 您 的充电
站？我们了解您的痛点。

trak | systemizer powercube 是工业车
队电池更换的综合解决方案。充电场地
是一个可完全移动的充电站，具有集成
的通风系统、加热器和照明设备，并采
用当下先进技术。
您需要为 trak | systemizer powercube
的使用做准备的只是电气连接。这意味
着它可以设置在室外，也可以设置在生
产现场的任何有电源插座的位置。
在建造新厂房时，您将不再需要规划和
安装电池充电站和电池更换站。仓库的
空间可用于您的核心业务，并可以节省
火灾敏感区域的高额保险费用。

这保证了您的车队将始终得以供电，无论是集中
式或分散式供电模式。

49%

trak | systemizer powercube 可帮助您释放更多
的空间，实现更高的灵活性，例如在使用频率较
高的高峰时期。

可节省高达49%的
安装费用

产品特点
 灵活的户外解决方案
 便于扩展
 节省投资费用
 符合法律要求
 释放更多仓库可利用空间
 无需施工时间/即时可用

计算示例： trak | systemizer powercube
计算示例中列出的成本由独立的工程和规划办
公室提供。这是基于建筑师数十年经验的成本
估算。费用可能因不同客户而异。

工作包

一般结构

规划与审批

6.200 €

250 €

结构费用

68.000 €

1.900 €

室内工程（基础设施）

48.000 €

61.700 €

3.850 €

1.000 €

126.050 €

64.850 €

审批与调试
总计

案例分享 | 户外解决方案

挑战

HOPPECKE定制化解决方案扩建物流公司充电设施

该公司希望扩建其充电站，但无法扩建场地。

工作量的意外瓶颈、仓库所需的更多空间以及预先存在的消防和
安全法规，使得该物流公司必须重新增加充电基础设施。

对现有设备做出分析后，HOPPECKE将实施移动充电站的安装，
包括充电机和电池。

trak | systemizer powercube可实现在室外而不是在室内的电池更
换和充电。该解决方案可在订单量突然增加时节省空间，提高灵
活性。

您将获得：
 额外的可用空间
 投资费用的节省
 符合法律要求的全套设备
 不受季节变化影响的充电条件
 遵守水资源法的充电设施
 无需场地规划，节省时间
 为不同电池充电的高度灵活性

 由于空间不足，无法扩建场地
 采用个性化防火概念
 符合 EN 62485-3 牵引电池安全标准
 户外充电必须不受温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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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cube

HOPPECKE与仓库操作员一起讨论，选取移动充电站的最佳位
置。正式使用前我们也会和客户一起准备，必要时会将现有的基
础设施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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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办事处：

上海市 | 普陀区 | 铜川路70号 | 新城市中心广场1105室

电话：+86 021 6067 1938

传真：+86 021 6067 1939

服务热线: 400 886 0408

邮箱: hoppecke_sh@hoppecke.com.cn

www.hoppecke.com
www.hoppecke.com.cn

All details in this brochure are based on the present state-of-the-art. Our products are subject to continuous further development, so therefore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make modiﬁcations. All illustrations are similar to the
particula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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