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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ollect by Honeywell 案例研究
語音倉庫管理方案
譜寫醫藥物流新篇章
語音解決方案的成果
目標
– 提升工作效率，積極配合客戶供需
要求
– 確保藥品上架、揀貨、盤點工作的
準確率，保證藥品質量安全
– 提高倉庫管理水平，增加供應鏈銜
接的透明度

技術目標
– 信息化替代人工方式，減少操作數
量，規範操作流程

應用範圍
– 上架
– 揀貨
– 盤點

安裝
– Vocollect Talkman® T5 移動計算終端
– Vocollect SR-30語音識別耳機
– Vocollect VoiceLink® 企業連接器

成果
– 工作效率較人工方式提升了 20%
– 藥品流通準確率達 99.99%，嚴格確
保藥品質量安全
– 員工管理更輕松，人才流失率大大
減少
– 培訓僅需 45 分鐘，新進員工堪比老
員工
– 成本降低，效率收益規模增長
– 提高藥品倉庫管理水平，增加供應
鏈銜接透明度

企業簡介
上海龍威醫藥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0 年 9 月，
隸屬上海安大投資 ( 集團 ) 有限公司，藥品經營範圍涉及 7,000 多個 SKU（庫存
單位），與全市 250 多家醫院在內的 400 多家客戶建立了良好的供銷網絡，並
與多家醫院達成藥品全配送合作關系。13 年間，龍威醫藥銷售額以每年 40% 的
速度跳躍式增長，擁有四層自建倉庫，總面積達 5,000m2。未來的發展戰略目標
是將龍威醫藥建設為以龍威零售連鎖、普藥批發服務、中藥飲片、醫療器械銷售
以及第三方物流五大子公司為基礎的大型醫藥營銷集團。

業務發展與挑戰
龍威醫藥在成立伊始就十分註重藥品流通環節的質量控制，分別於 2003 年和
2008 年通過了國家級 GSP 認證，隨後進一步提出“保證藥品安全有效，力求服
務完美卓越”的工作目標，實行全天 24Hour 客戶配送制度。為此，龍威嘗試在
位於三樓的散貨倉庫內，采用最新的信息化技術達成以下戰略目標：
• 提升倉庫操作員上架、揀貨、盤點的工作效率，積極配合生產企業、醫院等客
戶的供需要求；
• 鑒於藥品的特殊性，對藥品倉庫來說，更為重要的目標則是確保藥品上架、揀
貨、盤點工作的準確性，並對藥品批次、有效期進行核查，務必保證藥品質量
安全；
• 通過信息化替代人工方式，減少操作數量，規範操作流程；
• 提高藥品倉庫管理水平，增加供應鏈銜接的透明度。

實施語音解決方案：人機對話作業，解放雙手雙眼
龍威醫藥散貨倉庫占據三樓 6 ～ 13 排貨架，針對這一情況，公司選定 Vocollect
by Honeywell 合作夥伴興華科儀為其定制語音解決方案，並集成到現有的系統和
基礎設施中，實現了龍威既有倉庫管理系統（WMS）與 Vocollect by Honeywell
語音任務管理系統的無縫集成。而語音控制系統則從語音任務管理系統中取得語
音任務後，通過無線網絡，將任務傳送到操作員佩戴於腰間的語音移動計算終端
上，經由語音識別耳機發布語音指令，指導操作員完成作業任務；同時操作員
利用語音識別耳機與系統展開人機對話，進行任務確認，再經由無線網絡回傳系
統，以便系統發布下一項工作指令。

「使用語音技術管理倉庫後，發現語音確實能通過解放雙手，大大提高倉庫
作業效率；更重要的是準確率比 RF 和條碼都要高，這對醫藥銷售企業來
說非常重要。以外，語音能通過說話的形式進行作業，讓員工工作積極性
更高，也直接促成工作效率的提升。
」

褚宇禮
信息部經理
龍威醫藥

www.vocollectvoice.com

apac@vocoll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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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威醫藥在以下幾個流程實施了語音解決方案。

• 上架
– 語音系統逐一告知 SKU( 庫存單位 )、數量和庫位號，
並提供批次、有效期、規格及產地等信息，操作員仔
細核對後按指令進行上架作業；
– 操作員回饋校驗碼作確認；
– 上架完成。

• 揀貨
– 系統告知庫位號，操作員行至相應庫位 ;
– 操作員回饋校驗碼作位置確認 ;
– 系統告知 SKU 和揀選數量，並提供批次、有效期、規
格及產地等信息，操作員逐一核對藥品信息，並將相
應數量的藥品揀入揀選箱；
– 若數據正確，則揀選完成；若數據不符，則作異常處理。

• 盤點
– 盤點有兩種方式，分別為明盤和盲盤。
• 明盤： 系統告知庫位、SKU 及其數量，操作員點算
並確認；
• 盲盤： 操作員點算後告知系統庫位、SKU 及其數量，
由系統進行確認。

方案效果：與實施前對比，各項數據皆呈向好
趨勢
興華通過 Vocollect by Honeywell 語音技術提升作業效率、
準確率提高、員工負荷減少以及數據實時化等特點與龍威
醫藥的藥品倉庫現實要求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對倉庫各
環節操作的可靠管理、信息的實時有效記錄，實現人、物、
設備、時間及位置信息的關聯和可溯。因此，這不但提高
效率並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還加強和提升企業綜合管理
效益的有益措施，有效提升了龍威的核心競爭力，降低了
物流成本。

工作效率提升 20%
語音一方面通過無紙化規範操作流程，令操作更為流暢；
另一方面，通過人機對話解放雙手和雙眼，操作員心無旁
騖作業，散貨倉庫區域的工作效率比人工提升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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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流通準確率達 99.99%，嚴格確保藥品
質量安全
解決方案對語音任務的管理及指令發布程序包含了對藥品
批次、有效期等藥品品質的監督核查，以及對錯誤操作的
異常處理功能，在系統源頭和中間環節杜絕差錯的發生，
保障病人的用藥安全，提高客戶滿意度。

員工管理更輕松，人才流失率大大減少
無論佩戴式語音設備，還是語音系統，對員工而言都意味
著一個自由、靈活、便捷、安全的工作環境，操作員的雙
手雙眼可專註於工作本身，同時留意到周遭環境，降低危
險發生率，而愉快的工作氛圍更容易事半功倍。對龍威來
說，系統信息的實時采集和記錄實現了有效的員工績效評
估，而員工的滿意度則意味著企業向心力的凝聚，意味著
人才流失概率的降低，意味著生產力的穩定增長。

培訓時間縮短，僅需 45 分鐘
即使有新員工入職，語音系統培訓令一切都變得簡單。新
員工錄制完自己的“語音模板”後，系統就能自動記憶並通
過匹配在之後的實際操作中進行準確識別。

成本降低，效率收益規模增長
實施語音倉庫管理解決方案後，龍威散貨倉庫的操作員人
數減少了三分之一，每天由 4 ～ 5 位操作員負責藥品的
上架、揀貨及盤點，而語音產品配備數量視操作員人數而
定，而不是 SKU，因此設備投資成本較低；Vocollect by
Honeywell 語音產品具有堅固耐用的特點，大大節省了設
備維護成本開支。與此同時，隨著倉庫運營效率的大幅提
升、藥品周轉速度的不斷加快、以及庫存空間的有效利用，
效率收益逐漸擴大。

提高藥品倉庫管理水平，增加供應鏈銜接透
明度
語音技術用於倉庫管理，提高了倉庫管理的信息層次，實
現了對庫位、貨位和藥品各個層次的實時信息采集和無紙
化記錄，真正實現虛擬倉庫和實際庫存的統一。倉庫管理
精度和信息采集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倉庫日常
操作的效率，另一方面提升了倉庫管理的信息透明度，為
龍威藥品采購與銷售計劃的制定，也為上下遊供應鏈即生
產企業和醫院的藥品安全追蹤提供了快速、可靠、科學的
依據。
關於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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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vocoll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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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