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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嘉榮超市利用
Vocollect 語音解決方案建立語
音導向倉庫
摘 要
嘉 榮 超 市 配 送 中 心 採 用 了 Vocollect
的語音技術，建立語音導向倉庫使其
揀選效率提升 47%，訂單錯誤率降低
到了幾乎為零。員工的工作狀態提高，
新員工培訓時間得到效率性地顯著縮
短。

嘉榮超市配送中心的挑戰
在營運擴展的過程中，針對於一些價值貴重並且易出錯
的特殊性商品，為達到極高準確率及高揀選效率，同時
更為了提升物流服務的水平及客戶滿意度，嘉榮超市決
定嘗試更先進的揀選技術來進行工作流程的再造和管理
服務的提升，主要想改進以下幾個方面：
1. 工作環境中，提升員工操作的舒適、便捷和輕鬆感；

公司背景
東莞市嘉榮超市有限公司創立於 1992 年，是一家以超
市大賣場為主要經營業態的跨區域、多業態的現代化零
售企業。嘉榮超市在 2006 年第八屆中國連鎖大會上與
國際 SPAR 簽約，成立了廣東 SPAR，成為 SPAR 大家
庭中的一員，經營全球最大的 SPAR 大賣場。SPAR 成
立於 1932 年，是全球最大的自願連鎖機構，擁有 79
年的歷史，遍及歐洲、南非、亞洲等三十五個國家。
嘉榮超市物流配送中心佔地面積約 14 萬平方米，2010
年 1 月 10 日正式啟用，分為常溫倉、低溫倉和中央廚
房三大部門。分別為 26 家大賣場、13 家生活超市和 7
家加盟店所經營的商品進行配送，為各門店的商品配送
及拓展業務提供堅強的後盾保障。
嘉榮超市現有的配送中心目前主要為各超市大賣場及生
活超市所經營的商品做配送，其中也包括超市所經營的
水果、蔬菜等冷供應鏈及生產特色自由品牌的生鮮熟食
產品，以及其他相關拓展業務的保障。目前其覆蓋範圍
在廣東省東莞市各城鎮及周邊市區。
嘉榮配送中心發貨量為每週有大約 60 萬件貨品，日發
行大型卡車約 180 次。

2. 達到物流行業「零」差錯的目標；
3. 最大化工作效率。
嘉榮超市物流配送中心原始採用 RF 終端進行 WMS 系
統波次任務分配的 RFID 技術進行揀選。在應用語音分
揀之前，嘉榮超市同時針對於其它模式也做過分析和探
討，如：動態分揀、傳輸帶條碼掃瞄分揀、電子標籤系
統、人工訂單分揀等。最終語音技術脫穎而出，尤其是
Vocollect 的語音解決方案，理由如下：
1. 嘉榮倉庫配送模式、商品特性、貨架等物理設備
以及相關的世界一線的倉庫管理系統（WMS）可
以與 Vocollect 的語音解決方案完美結合；
2. 嘉榮公司努力打造「國際物流標準及先進性」的
理念，決定採取世界領先的 Vocollect 語音分揀
模式；
3. Vocollect 具有世界首屈一指的整套倉庫語音優
化「 工 程 系 統 」的 公 司， 在 世 界 範 圍 內， 採 用
Vocollect 語音技術企業的生產效率有 15 – 30%
的提高，也達到 99.995% 以及更高的準確率。
憑藉世界卓巨的成功案例，對其客戶群產生了強
烈吸引力；
4. 嘉榮公司加入國際物流組織 SPAR 後，後者著力
推薦了 Vocollect 的語音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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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Vocollect 語音解決方案

使用 Vocollect 語音解決方案的效果

從 2010 年 4 月 開 始， 嘉 榮 超 市 的 配 送 中 心 引 入
Vocollect 語音系統。現階段已經有超過 50 名員工經過
語音培訓，並熟練操作 Vocollect 的設備進行語音揀選。
相比 RF 系統需要員工用長時間熟悉手提持機不同，
Vocollect 系統只需新員工少於一個小時的培訓就可以完
成語音模板錄製。在錄製語音模版後，員工即可準備按
步驟接收指令，非常順利的投入揀選的工作，有如培訓
人員在他們身邊督導。

提升揀選效率

為了確保準確率，語音系統引入了「校驗碼」的概念。操
作員讀出各商品的條碼，作為「校驗碼」，以驗證要揀
選的商品是否正確。當操作員所回饋的校驗碼與後台系
統針對該商品的條碼數據不相符合時，系統將告訴操作
員「位置有誤」，避免誤差。
根據嘉榮超市物流配送中心語音分揀項目負責人的陳敏
先生說道，
「通過語音技術的成功應用實施，員工的反饋
十分正面，整個操作和使用都非常的簡單。語音技術也
非常人性化，無論員工是來自哪個地方，語音系統都能
支持中國各地區語言，也能實現方言採樣的高效識別。
語音揀選技術可以發揮獨到的優勢，操作起來也非常方
便，因為它畢竟有語音提示，僅需通過『聽』和『說』輕
鬆方式工作，不需要瀏覽文檔、標籤或顯示器，完全解
放了員工雙手。員工作業更加安全，提高了工作效率，
大大降低了差錯率。此外，我們的實施過程也非常順利，
從硬件設備方面來說：服務器的要求及其他網絡設備的
兼容性很好，並能很迅速的與 WMS 系統做到無縫化集
合。
」
「語音分揀在我們一個特殊的場景當中，特別值得一提，
就是當我們的員工揀貨的時候，他對應的貨位缺貨的過
程當中，我們的系統非常的人性化，它會要求員工揀完
這部分剩餘的商品，再去揀其他的單品。這個時候，另
外的一個作業的工作組會立即把缺貨的貨位補上，這樣
使用語音分揀的這個員工只要把其他的單品任務完成
後，系統就會要求他再一次的回到這個貨位，完成作業。
整個流程效果非常好，而且人性化，」陳先生介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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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訂單
嘉榮超市在使用語音揀選實施作業的時候，為了確保準
確率，採用了校驗碼。因此使用至今錯誤率仍是零，實
現了「完美訂單」的目標，進而降低了成本，同時也提
升了客戶滿意度。

員工滿意度提高
語音操作起來非常簡單，降低了工作難度，同時提升員
工操作的舒適、便捷和輕鬆感；並且還增加了工作的安
全性。

未來計劃
對於語音技術的發展前景，陳先生顯然十分看好，其使
用範圍也將進一步擴展。他闡述：「語音分揀的應用讓
我們在一定的空間中嘗到『吃螃蟹』的甜頭，在總結及
現狀的分析，通過 Vocollect 及其合作夥伴的幫助與支
持，我們已經進一步的開始計劃將語音拓展到『中包裝、
收貨、發貨』等多個流程環節。」
總的來說，嘉榮超市配送中心採用了 Vocollect 的語音
技術後，建立了語音導向倉庫，實現了「完美訂單」的
目標，使其工作效率和準確率都有很大提升，員工的滿
意度也顯著提高。不只如此，新員工上崗及培訓時間得
到效率性的顯著提高。
嘉榮超市配送中心已在其目前使用的語音技術中取得了
巨大受益，並且在其他業務的未來應用也深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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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榮超市的案例也再次印證了語音技術的先進性。自從
Vocollect 語音項目上線以後，將語音技術跟 RF 進行了
效率對比，嘉榮配送中心的揀選效率提高了 47%，大跨
步提高了他們的物流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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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ollect by Honeywell 是語音配貨解決方案供應商的全球領導者，
致力於幫助企業的物流中心更卓越地運營。Vocollect 語音配貨專為
倉庫及配送中心的操作員所設計，在歐美和中國已被公認為更有效更
先進的技術，適用於揀選、補貨、入庫、循環盤點、越庫配送等業務
環節。語音技術能讓操作員同時揀選，快速處理“多訂單、多品項”
的情況，因此面對品項繁多，每日出貨量大的配送中心，它早已經
被廣泛的應用和肯定。Vocollect 語音能無縫集成任何現有的WMS或
ERP系統，也能與企業的現有數據系統無縫集成，並支持業界領先
的移動計算終端，使企業能夠繼續利用現有的技術投資來支持並實現
最高的投資回報率。
欲知詳情，請訪問：www.vocollectvo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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