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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isport 与 CargoBeamer 致力于推动

创新铁路物流行业——助力实现气候目

标和可持续发展 

杜伊斯堡，2019 年 12 月 11 日——铁路物流行业

全新发展：Duisburger Hafen AG 是三联物流枢纽

和欧洲最大的内陆枢纽，现与莱比锡铁路技术公司 

CargoBeamer AG 签订了铁路/公路联合交通长期合

作发展协议。此次合作旨在大力推动铁路货运的发

展。创新物流方案为此奠定了基础。为推动更为气

候友好的交通方式转型，需要利用以下三种要素：

从公路半挂车到铁路自动转运、机器人辅助仓库中

心以及采用电动汽车将货物分运到各工业中心和都

市各区域中。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将成为高效的欧

洲网络。 

“欧洲近四分之三的公路货运都采用现代化半挂车

实现，而由于技术原因，到目前为止半挂车还无法

用于铁路运输。Duisburger Hafen AG 领先于整个

欧洲的公路/铁路/船舶三式货运联运业务现在也将扩

展到这个庞大的市场领域中。这样，我们便可以客

户现有车队为基础为客户提供高效、最大程度利于

气候发展的点对点物流链。这是物流行业的一大创

新式飞跃，客户已经习惯于我们优质港口的这种服

务，也会继续期待我们的优秀表现。莱茵-鲁尔地区

的创新能力与萨克森州高标准的研发新成果在此处

交相辉映，”Erich Staake 如是说。 

“我们专门为这一市场开发出了 CargoBeamer 技

术，”CargoBeamer AG 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 Hans-Jürgen Weidemann 博士强调说。“只有

通过自动化、同时化和数字化，以及通过创新的铁

路物流解决方案来满足各类型篷布拖车、冷藏拖车、

料仓拖车和大型拖车等巨大市场的需求，物流交通

领域才能够成功转型。CargoBeamer 技术始终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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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种结构型式半挂车的全自动与高吞吐量装卸。

CargoBeamer 转运轨道能够在 15 分钟内完整卸装

一整列火车，而‘半截’式转运轨道可以在 20 分钟

内完成这些任务，”Weidemann 如是说。  

建立面向半挂车的创新型入口与出口车站网络，这

只是这家合作伙伴未来愿景的一个里程碑。除转运

中心和自动化货物中心外，duisport 集团还将为客

户（货运代理和物流企业）建设数字化物流枢纽，

从而便于开展 "LTL"（“Less than truck” -- 汽运零

担）和 "LCL"（“Less than container” -- 集装箱零

担）业务。  

这甚至在中国也卓有成效——因为这家合作伙伴还

推出了另一种创新成果："CBoXX"——这是一种依

靠机器人实现装卸的大容积铁路集装箱。迄今为止，

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运输集装箱主导着跨洲货运

领域，虽然也针对海运进行了优化，但仍然不适用

于自动化的内陆铁路物流。"CBoXX" 将环保但目前

为止依然不太灵活的货运铁路与现代化货物中心相

连，能够为零部件装车这一灵活的市场提供更具竞

争优势的单价。 

到目前为止，duisport 是来自中国的货运列车的最

大交通枢纽：每周有大约 35 列火车从中国各经济中

心出发，通过“新丝绸之路”抵达杜伊斯堡的各个 

"logport" 园区。 

凭借 "CBoXX" 技术，除了自动化、在俄罗斯和中国

边境快速变轨以及最佳利用火车车厢的容积和重量

外，就海运转变为快速铁路运输而言，铁路还会拥

有其他很多优点。“通过铁路进行陆路运输不仅速

度更快，而且还连接了中国、中亚、俄罗斯和欧洲

的许多城市群。”Erich Staake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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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第 一 步 ， 这 家 合 作 伙 伴 利 用 第 一 座 

CargoBeamer 车皮停车场启动了短途运输路线，可

用于各种类型的半挂车，起点站和终点站均为杜伊

斯堡。同时，还可以利用杜伊斯堡已经存在的集装

箱码头。 

CargoBeamer 车皮技术设施能够完全兼容现有起重

机与正面吊机：“客户只需将半挂车运到 logport，

然后便可在目的地提取该半挂车。这就与客运交通

一 样 — — 只 需 要 上 车 ， 然 后 到 站 下 车 ， ”

Weidemann 高兴的说。目前为止，只在通往米兰/

多莫多索拉的第一条高山穿越路线上运行莱比锡的

车皮。 

 
  
Duisburger Hafen AG 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是杜伊斯堡港的产

权公司和管理公司。duisport 集团在基础设施以及上层建筑领域，为

港口和物流中心提供了全方位服务，包含落户管理。此外，子公司提供

诸如运输链和物流链、铁路货运、设施管理、合同和包装物流建设和优

化等物流服务。       www.duisport.de                   

  
关于  CargoBeamer：CargoBeamer 集团是一家“公路/铁路联合交

通”物流服务供应商，总部设在德国莱比锡。凭借铁路车皮、转运码头

和物流软件等公司专有技术，可以在铁路上行驶各种结构型式的标准卡

车半挂车，而无需额外改装或加固半挂车、无需驾驶员和机车头，没有

周日与节庆日限制，并且每次行驶最大负载为 4 吨。2015 年起开通了

第一条从德国/荷兰边界的卡尔登基兴出发、穿过瑞士、到达意大利北

部的路线，这条路线现在得到了充分利用——到目前为止，大约有 

60,000 辆卡车穿过德国和阿尔卑斯山，行驶在这条环保的铁路上。// 

www.cargobeamer.com 

 
Contact Person CargoBeamer AG: 
 
Barbara Schafroth                                                        
Handelsplatz 1b 
D- 04319 Leipzig  
Fon/Fax Leipzig:   +49 341 652358 14  
Email:                     bschafroth@cargobeamer.com 
Internet:                www.cargobeam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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