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LD

FO
LD

white

创新设计、可靠性和无与伦比的价值完美融入 Cambro 最新款商用餐饮服务储架。Camshelving 基本
款创造并定义了全新的 Cambro 储架类别，将为餐饮服务运营公司提供安全、强大的储存解决方案，

且价格比以往都更易于承受。

强度非凡，持久耐用
 • 复合材料强度堪比钢铁。

 • 复合材料具有记忆特性，当产品从搁板上移除后，
材料能够迅速恢复原有形状。

 • 重量比钢铁最多轻 60%，易于组装和调整。

 • 使空间利用率最大化；两个储架通过共享立柱进行
连接，不会损失承重能力。.

储架坚固一生
 • 即使是最恶劣的环境（包括冷冻箱、冷库、洗
涤区域），耐用的复合材料也能发挥性能。

 • 适合湿、干、冷、热各种环境。

 • Camshelving 基本款能够承受 -38˚C 环境，适
宜作为冷冻箱、小型冷库、湿润或潮湿环境中
的储架系统。

 • 基本款具有防锈蚀和腐蚀终身保修。

 •  基本款消除了储架更换的需要，减少不便， 
节省费用。

智能设计

非凡 价值

不打折扣的
可靠性

抗腐蚀、不生锈
 • 复合材料抗剥落、抗凹陷、抗变形； 
抗腐蚀、不生锈。

 • 不受潮湿、盐和化学物质影响。

 • 基本款采用无焊缝技术，因此液体和污垢无法进
入缝隙。

 • 酸性食物或者化学洗涤剂、清洁卫生用品溅洒将会
磨损线缆和环氧涂层储架，导致产品在冷库或冷冻
箱中逐渐锈蚀或腐蚀。

 • 搁板盘易于移除，可以通过洗碗机清洗，已获得 
NSF 认证，能够直接接触食物。

组件 洗碗机
安全

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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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需要频繁更换，费用昂贵

•  不适宜冷库、潮湿或湿润地区

•  保修期有限

•  基本无法清洗

•  对商业清洁剂或刺激性化学物质耐受度有限

•  会锈蚀和腐蚀

•  负重值有限制

•  不稳定、不安全

•  需要更多的储架单元 - 给运营
公司带来更多费用

•  可能会弯曲、变形或损害

•  浪费空间

-38º 至 88º
Camshelving 基本款系列为您提供巨大的价值，
包括防锈蚀和腐蚀终身保修。

 • Camshelving 基本款系列能够使空间 
利用率最大化。

 • 可移除的搁板盘能够增加食物安全性，
减少交叉污染。

 • 便于清洗、安装和调整。

 • 所有 Camshelving 基本款零件都可使用
洗碗机清洗。

 • 在冷库或冷冻箱中，多数线缆或环氧涂
层线缆储架平均能够维持 4-5 年， 
之后才会锈蚀并需要更换。这意味着运
营公司只需要更换两次线缆储架，就可
以使用超过 10 年时间。

• 除储架费用外， 
其他额外费用包括：

›› 旧储架的移除和废弃处置。

›› 因违反健康法规而被卫生部门停业
带来的损失。

›› 交叉污染的风险及其潜在损失。

›› 旧的生锈储架不环保，对社会环境
做成污染和危害。

投资回报率

储架坚固一生

三种高度 1630 mm 1830 mm 2140 mm
三种深度 460 mm 540 mm 610 mm

六种长度
760 mm 910 mm 1070 mm

1220 mm 1380 mm 1530 mm

基本储架的全部尺寸如下：

访问 www.cambro.com/Shelving_Videos 
了解关于 Camshelving 基本款系列的更多信息

组件 洗碗机
安全

负重能力 
美国自我认证

横梁  
长度 mm 每个搁板 每个储架

衬垫架 1380-1530 363 kg —
墙角架 760-1220 136 kg 544 kg

CAMBRO 基本款
负重能力 

美国自我认证
负重能力  
TÜV 认证

横梁  
长度 mm 每个搁板 每个储架 每个搁板 每个储架

单个储架 760-910 272 kg 1089 kg 300 kg 1200 kg
单个储架 1070-1220 272 kg 1089 kg 250 kg 1000 kg
单个储架 1380-1530 227 kg 907 kg 200 kg 8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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