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collect 案例研究
迪亞 (DIA) 中國
門店遍佈上海、北京的食品零售商

生產力提升為客戶帶來
更低的價格

語音解決方案的成果
目標
– 提高準確率
– 更好地監控庫存

迪亞（DIA） 是一家食品流通領域的跨國企業，業務遍及 7 個國家（西班牙、葡
萄牙、法國、土耳其、中國、阿根廷、巴西）。2011 年集團總銷售額達 111.24
億歐元，全球門店數量 6,833 家。自 2011 年 7 月起，迪亞在馬德里證交所上市，
是西班牙股票市場風向標 Ibex35 指數之一。

– 降低勞動力成本
– 提高客戶滿意度
– 提升整體生產力
– 提升工作效率及成本效率
– 提升工作環境安全性及員工滿意度

應用範圍
– 拆零揀選
– 倉庫整箱揀選
– 發貨

安裝
– Vocollect 語音與自行研發的 DIA 倉庫
管理系統 (WMS）無縫集成
– Vocollect Talkman® T5 移動計算設備
– Vocollect Talkman® T2X 移動計算設備
– Vocollect SR™ 系列耳機

1979 年，迪亞在西班牙馬德里建立了第一家門店，開啟了「折扣」連鎖超市的業
務歷程。迪亞於 2003 年正式進入中國，主營快速消費品及食品零售，在上海和
北京擁有超過 450 家門店（260 家直營門店，190 家加盟門店）。迪亞旗下擁有
自有品牌商品（Private Label），品類豐富、廣受歡迎，所佔門店總商品比例高
達 50%。自有品牌商品不僅能根據市場及各區域顧客的需求靈活調整，還能保
證價格比其他品牌優惠 15-20%。它的商業模式採用優化成本，貼近居民社區的
策略，以求為顧客提供最優性價比的日用消費品和食品。
迪亞集團經營零售業務，其配送中心業務涵蓋快速消費品和食品，周物料配送量
達 19,600 籠車，年物料配送量達 100 萬籠車，配送中心天吞吐量 5 萬箱，周吞
吐量 35 萬箱。自實施語音技術以來，迪亞集團在上海和北京兩個配送中心使用
語音揀選，操作員每天輪換 3 個班次，經過語音培訓的操作員數量超過 100 人次。

配送中心（DC）地區
– 冷庫
– 新鮮農產品、乳製品、肉類
– 乾貨倉庫
– 從飲料和包裝食品到個人護理產品

成果
– 準確率至少提高 10%，達到 99.995%
– 生產效率提升達 20%, 收益顯著
– 安全性提高，叉車之間的碰撞減少
– 可靠性：設備狀況良好；後勤支持壓
力減小，節約成本
– 培訓時間減少，由 1-2 周縮短至 45
分鐘
– 工作滿意度提高——釋放雙手與雙眼
– 效率提高使得新僱員數減少，人員流
動率降低

未來計劃
– 計劃尋找在其他配送中心運營流程中
實施語音技術的可能性

「對我們來說，不斷提升門店的服務水平是最重要的
目標。所以我們需要在吞吐量、速度和產品成本方
面儘可能地提高效率。Vocollect 語音幫助我們超越
生產力和準確率目標，客戶肯定也注意到我們現在
能更快、更準確地滿足他們的需求。
」

吳峻
物流拓展經理
迪亞（DIA）中國

www.vocollect.com		

info@vocollect.com

挑戰
調整運營以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力
迪亞中國在上海和北京各設一個配送中心（DC），以應對
配送網絡不斷提升的需求。為了達到最優的運營效率並保
證利潤，兩個配送中心均採用射頻（RF）技術。但是，由
於每天需要處理的產品範圍廣泛，揀選的準確率要求又很
高，射頻硬件在某些領域無法滿足其準確率要求。此外，
勞動力及維護成本增加也使射頻設備擴展成為一個難題。
為了實現更高的生產力，這些技術瓶頸必須得到妥善解決。
咨詢了技術合作夥伴之後，迪亞認為能釋放雙手的語音技
術能最好地支持其業務需求——語音技術能幫助其提升準
確率、提高訂單揀選的速度、更好地監控庫存、精簡流程
並能更高效地利用勞動力。

實施過程
2008 年 1 月，迪亞決定選用 Vocollect 語音技術替代射頻
技術，並在兩個配送中心全面實施語音技術，應用範圍包
括拆零揀選、倉庫整箱揀選和發貨。迪亞還在上海配送中
心的冷凍倉庫實施語音技術，冷凍倉庫內的溫度為 0-5°C。
語音系統的其中一個特點是使用校驗碼，校驗碼是在庫位
隨機分配的數字，用以驗證揀選庫位。Vocollect 語音系統
用語音指導操作員揀選訂單，告訴操作員揀選哪些產品並
要求他們運用校驗碼驗證位置和數量等細節。系統要求操
作員讀出校驗碼，檢驗揀選位置是否正確；只有在位置正
確時，系統才會發出揀選指令。結果就是：準確率近乎完美。
由於語音系統只允許在當前任務執行正確的情況下，才能
進行到下一項揀選任務，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出現錯誤。這
種方式杜絕了射頻終端常常出現的輸入錯誤的情況，還能
避免發貨短缺和需要耗費時間和金錢成本才能發現的多揀
的情況。
安全性也是迪亞考慮的因素之一，實施語音解決方案也是
為了保證操作員在裝載貨盤時，能全神貫注，不需要閱讀
射頻設備的屏幕提示。語音系統通過在操作員和倉庫管理
系統（WMS）間傳遞庫存細節信息，從而避免了上述挑戰。
在冷凍倉庫進行揀選時需要積累可變重量，即需要根據客
戶需要稱量具體重量。在冷凍倉庫，由於冷凍系統（0-5°C）
工作時噪音很大，所以需要確保操作員能在非常嘈雜的環
境中聽清楚語音指令。

語音系統還解決了稱重問題，現在，操作員只需要讀出寫
在側面的重量即可。這一步驟不僅記錄了重量，還同時完
成了一項揀選。
實施 Vocollect 語音系統，操作員能運用任何方言，直接與
倉庫管理系統溝通，杜絕了任何語言障礙。

應用效果
吞吐量更大、成本更低、工作環境更佳
「之前使用射頻掃描系統時，揀選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我們
在冷凍食品倉庫經歷了很多環境挑戰，戴著手套也很難執
行揀選任務。」迪亞中國物流拓展經理吳峻先生說。使用射
頻掃描設備時，閱讀和輸入數據會出現很多錯誤並且還會
佔用很多時間。語音技術釋放雙手的特點不僅能幫助操作
員確保準時、準確地交貨，還解決了在冷凍倉庫內戴著手
套不方便操作手持設備的問題。在揀選流程實施 Vocollect
語音技術之後，操作員們體驗到了 20% 的效率提升。
自 2008 年迪亞在上海桃浦豐田倉庫實施語音技術以來，
配送中心活動的實時可視性大大提高，因為語音系統為配
送中心經理提供倉庫活動的宏觀視圖，實時掌握操作員工
作進度，提供員工生產力的實時監控，使人員管理效率更
高。根據迪亞吳經理表示，現在他們的管理人員對完成訂
單所需要的人力有更清楚的認知，Vocollect 實時用戶界面
可以幫助他們追蹤及認清延誤時間。語音系統還能夠向下
鑽取數據，直接監控操作員的工作表現，瞭解業務是否執
行正確。從長遠來看，管理人員還可以對這些數據進行分
析，觀察運營情況是否符合業務目標。
培訓時間顯著減少，由過去的 1-2 周縮短至 45 分鐘，即使
是在跨文化、母語非中文的操作員中也是如此。每位操作
員都會創建自己的「語音模板」，Vocollect 系統能辨別出
他或她的整套詞彙是如何發音的。操作員能以母語回應系
統，這讓他們覺得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工作，也使他們的
表現更易達標。

迪亞 (DIA) 語音系統架構

Vocollect Global Contact Information
Region

Phone

Email

North America:
EMEA:
Asia Pacific:

+1.412.829.8145
+44 (0) 1628 55 2900
Hong Kong: +852 3915 7000
China: +86 10 5957 2685
Australia: +61 409 527 201
LATAM: +1.412.349.2470
Brazil: +1.412.349.2477
+81 (0)3 3769 5601
Singapore: +65 6305 2369
India: +91 124480 6738

info@vocollect.com
voc_emea@vocollect.com
apac@vocollect.com

Latin America:
Japan:
Singapore:

latin_america@vocollect.com
japan@vocollect.com
singapore@vocollect.com

關於 Vocollect 公司簡介
Vocollect 公司是語音解決方案提供商的全球領導者，致力於為配送
和倉庫環境中的移動工人設計和提供語音導向解決方案。憑借語音識
別軟件和高度詞匯差異語音識別準確性，客戶可以通過語音實現更高
水平的績效。每天，全球有超過 40 萬操作員使用 Vocollect 語音解
決方案，將價值超過 40 億美元的商品從配送中心和倉庫配送到客戶
所在地。Vocollect Voice 產品由一支匯聚了 1,700 多名供應鏈分銷商
和渠道合作伙伴專家組成的全球團隊提供支持。Vocollect Voice 套件
可與各大 WMS 和 ERP 系統（包括 SAP AG 解決方案）集成，並支
持業界領先的移動計算終端。
欲知詳情，請訪問：www.vocollec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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