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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先进的材料和创新设计，凯姆储架的元素 

系列产品带来超凡的强度、更高的耐久性和改善的食品安全性

强大的技术

非凡的强度和耐久性
•• 复合材料的强度如同钢铁一样。
 • 1980毫米横梁为同行业中最长和最强；每个隔板可支持重达

272千克的负载。
•• 重量比钢材轻达60%，易于装载和可调整的隔板。
•• 复合材料变形小，并且当存放产品从隔板上移除后能恢复原有
形状。
•• 两个架体单元可以通过共用立柱连接在一起，同时不会损失承
重能力；隔板长度在1220毫米以下时，每层隔板的承重能力为
363千克；隔板长度超过1220毫米时，每层隔板的承重能力为
272千克。
•• 坚固耐用的垫货支架可使底层隔板的承重能力增加到454千克。

可承受
所有环境因素

强大的复合材料可承受 
所有环境因素
•• 耐用的复合材料即使在最严苛的环境中也能正常使用，包括在
冷库、冷柜内和餐具洗涤区域。
•• 最适于干、湿、冷、热环境。
•• 凯姆储架元素系列产品可在-38°C 的低温环境下安全使用，最适
于在冷库、开放式冷柜或者任何潮湿环境下使用。
•• 耐潮湿；不会生锈或腐蚀。

终身使用
的储架

无腐蚀，不生锈
•• 可抵御潮湿、盐和化学品的侵蚀。
•• 复合材料不会剥离、凹陷或变形；维持无锈状态。
•• 元素系列产品有终身防腐蚀和防锈品质保证的支持。
•• 聚碳酸酯食品盒、盛放冷冻食品的硬纸箱或#10 罐头都会使涂
有很薄环氧树脂涂层的金属丝隔板受损，最终导致底层的金属丝
生锈。
•• 酸性食品的溅溢物会逐渐腐蚀环氧树脂涂覆的储架，导致产品在
冷柜和冷冻室内缓慢地生锈。
•• 清洁化学品和保洁消耗品的溶液会腐蚀金属丝和环氧树脂隔板。
复合材料可承受化学品溅溢物的侵蚀。

卫生设计

易于清洁
•• 隔板便于拆卸并能通过洗碗机洗涤。
 • Camguard银离子抗菌材料被永久性内嵌在隔板材料内部，不会
被刮掉、洗掉或磨损。
•• 元素系列产品具有无孔隙的表面，能迅速擦拭干净；滴溅物清理
快速方便，降低了交叉污染的风险。
•• 元素系列产品没有焊缝，因此液体和尘土无法进入缝隙内。
•• 在清洁地板和架体背后的墙面时不需要移动架体；只需要拆下	
底层隔板就可以清洁架体周围的区域。
•• 元素系列产品易于清洁，因为它是可以被清洁的。金属储架一旦
开始生锈，就无法被清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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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姆储架元素系列产品具有很低的寿命周期成本和显著

的价值，并提供防锈和防腐蚀的终身产品保证。

金属丝
储 架

•• 大多数金属丝或环氧树脂涂覆的金属

丝储架平均只能在冷库或冷柜中使用

4-5年，然后就开始生锈，必须更换。

这意味着在10年期间，营运者需要更

换两次金属丝储架。

•• 元素系列产品提供终身产品保修，因

此元素系列产品无需进行产品更换。

•• 元素系列产品的部件都带有日期标

记，便于识别产品的制造时间。大多

数其他储架产品都没有日期标记，而

且仅提供有限的产品保证，从而难于

准确判定产品保证的情况。

•• 除了储架成本之外，其他的成本还	

包括：

	 	 拆卸和处理旧的隔板

	 	 	因违反卫生法规而被卫生署关停的

费用

	 	 交叉污染的风险和潜在成本。

•• 凯姆储架元素系列产品在美国的工厂

生产，并且依据严格的质量标准进行

制造。

•• 仅需要使用木槌即可在几分钟内装	
配好。

•• 两个架体单元可以通过共用立柱连接
在一起，同时不会损失承重能力；隔
板长度在1220毫米以下时，每层隔板
的承重能力为363千克；隔板长度超过
1220毫米时，每层隔板的承重能力为
272千克。
•• 通过使用共用的立柱和角接插件可以
实现最大存储容量；能够使空间得到
更好的使用。不需要使用乙形钩来把
储架单元连接在一起。

•• 两个架体可以用隔板在不同的高度	
上连接在一起，实现最大的储存	
灵活性。

•• 隔板能够以100毫米的增减量进行上下
调节，无需拆卸整个架体；能够方便
地适应存储空间要求的变化。

•• 各种大小的隔板可以结合在一起，在
任何大小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有效利用
空间的布局。

终身使用的储架

拐角架

U形架

基础架 + 扩展架

为每一需求设计配置

投资回报：

不能经受所有环境

不稳定和不安全

几乎不可能清洁

生锈和腐蚀

高密度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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