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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 - 海外交流活动

高峰论坛

励展欢迎晚宴及颁奖典礼

代理商专题采购配对自助午餐会

时间：4月7日 18:00-21:30
上海博雅酒店
合作伙伴：
励展博览集团
日程：
• 18:30-18:40 中国包装联合会代表致辞 - 王跃中 致辞
• 18:40-18:50 ACCA 代表 -Mr Liew KC 致辞
• 08:50-19:00 励展博览集团致辞
• 09:00-19:15 ACCA 礼品交换环节
• 19:15-19:30 全球瓦楞大奖颁奖典礼
• 19:30-19:45 Packcon Star 颁奖典礼
• 抽奖环节

印度国家日
时间：4月8日 10:00-11:30
合作伙伴：
1. 印度瓦楞纸箱制造商联合会 (FCBM)
2. 全印度印刷联合会 (AIFMP)
3. 印度胶印机联合会 (OPA)
日程：
• 10:00-10:20 入场欢迎礼物发放
• 10:20-10:30 协会领导致欢迎辞
• 10:30-10:50 赞助商演讲致辞
• 10:50-11:30 商贸配对

N5-M47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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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4月7日 09:00-20:30
合作单位：
励展博览集团
会议日程：

上海博雅酒店

• 变局：供给侧改革及环保政策对纸箱包装企业的影响
“ 围炉夜话 ” 中国纸箱包装企业目前面临的困境与难题
• 困局：
• 破局：订单萎缩行情下，纸箱企业是否还有 “ 蓝海 ” 市场可
开发？
“ 市场萎缩 ” 成定局？专家分析瓦楞包装市场的存量与增量
京东物流——快递包装变化趋势，及对纸箱包装的新要求
杭州秉信——如何玩转瓦楞包装新市场
如何 “ 掘金 ” 重型纸箱包装市场？

时间：4月9日 10:00-11:30
合作伙伴：
1.CORRFACE
2.Associazione Iataliana Scatolifici (ACIS)
日程：
• 14:00-14:20 入场欢迎礼物发放
• 14:20-14:30 协会领导致欢迎辞
• 14:30-14:50 赞助商演讲致辞
• 14:50-15:30 商贸配对

合兴供应链平台——平台整合如何帮助纸箱企业减负转型
• 破局：新技术如何影响纸箱企业未来发展？
纸板 / 纸箱厂未来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规划
如何布局智能工厂、无人化车间？
大规模纸箱生产及联动线的最新发展报告
ERP、MES 系统的全球领先技术分享
• 招待晚宴暨全球瓦楞大奖颁奖晚宴

N5-M49

时间：4月10日 10:00-11:30
合作伙伴：
1. 泰国包装协会 (TPA)
2. 泰国瓦楞包装协会 (Thai CPA)
3. 泰国包装设计协会 (Thai PDA)
日程：
• 14:00-14:20 入场欢迎礼物发放
• 14:20-14:30 协会领导致欢迎辞
• 14:30-14:50 赞助商演讲致辞
• 14:50-15:30 商贸配对

第五届纸包装行业江西同乡会

N5-M48
时间：4月7日 13:00-20:00
合作单位：
1. 龙琨传媒
2. 励展博览集团

平台化整合未来发展趋势——各类平台优劣势分析

泰国国家日

韩国国家日
时间：4月8日 14:00-15:30
合作伙伴：
韩国瓦楞纸箱协会
日程：
• 14:00-14:20 入场欢迎礼物发放
• 14:20-14:30 协会领导致欢迎辞
• 14:30-14:50 赞助商演讲致辞
• 14:50-15:30 商贸配对

N5-M49

意大利国家日

越南国家日
时间：4月8日 14:00-15:30
合作伙伴：
1. 越南包装行业协会
2. 胡志明印刷行业协会
日程：
• 14:00-14:20 入场欢迎礼物发放
• 14:20-14:30 协会领导致欢迎辞
• 14:30-14:50 赞助商演讲致辞
• 14:50-15:30 商贸配对

时间：4月9日 12:00-14:00
合作伙伴：
励展博览集团
日程：
• 11:30-12:00 嘉宾签到
• 12:00-12:10 致欢迎辞
• 12:10-12:30 展商代表演讲
• 12:30-14:00 商贸交流自助午餐

全球瓦楞峰会——2019 中国瓦楞行业发展论坛

N5-M48

时间：4月8日 13:00-16:00
合作单位：
1. 云纸箱
2. 云印微供
3. 励展博览集团励展博览集团
会议日程：
1. 平台化整合未来发展趋势——各类平台优劣势分析
2. “ 云纸箱 ” 平台优劣势简介
3. “ 云印微供 ” 平台优劣势简介

N4-M45会议室

中国快递绿色包装产业联盟交流会
时间：4月8日 10:00-12:00
合作单位：
1. 中国快递绿色包装产业联盟

N5-M48会议室
2. 励展博览集团

3. 中国快递协会

伊朗欢迎晚宴
N5-M48

《御龙宴》上海市浦东新区
时间：4月10日 19:00-21:00
南洋泾路578号
合作伙伴：
伊朗纸箱信息公司代表 Carton Info Iran
日程：
• 19:00-19:20 入场欢迎礼物发放
• 19:20-19:30 协会领导致欢迎辞
• 19:30-19:50 赞助商演讲致辞
• 19:50-21:00 商贸配对

励展中国纸箱行业培训周：瓦线节能、高效、增质、降本生产改革探讨
时间：4月8日 13:00-16:00
合作单位：
1. 中国国际瓦楞展专家委员会
2. 励展博览集团
会议日程：
1. 节能：如何做到 “ 十三五 ” 要求节能减排 20% ？
2. 高效：如何提高五层纸板生产车速 15 米？
3. 增质：如何提升中、低克纸板边压 20% ？

N1馆-M40会议室

4. 降本：如何减降原纸、能源与糊剂成本？
5. 规划：如何依需求选择瓦线功能与配置？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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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论坛

高峰论坛
浦江问道·纸联未来——中纸联第二届纸业高峰论坛

时间：4月8日 13:00-16:00
合作单位：
1.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纸业联合分会

励展中国纸箱行业培训周：从工业 2.5 到工业 4.0——智慧包装工厂离我们还有多远
N6馆现场会议室1

2. 上海全纸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议日程：
1. 把握周期，赢在涨跌
中纸联副秘书长 纸业市场专家 庄向群
2. 运筹期货，预见 “ 浆 ” 来
信达期货纸浆高级研究员 陈敏华
3. 纸品汇，助理纸贸服务
全纸联 CEO 谢雁南
4. 包装纸，引领纸业跨越发展
RISI 中国市场信息总监 冯艳

3. 信达期货

4. 励展博览集团

2. 中华印刷包装网 / 印刷搜搜 APP

会议日程：
1. 脑洞大开才是王道
台湾纸箱王 陈维林
2. 创意瓦楞，无处不在
上海印搜文化传媒 张晓丹
3. 别于传统的立体贺卡
美吾文化纸艺工作室 宋杨

4. 大胆创新才是王道
上海瑞时创展 庄凯
5. 纸 “ 尖 ” 艺术
蓝碧源集团——纸现场 朱敏佳
6. 毕昇系列文创产品及创意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宗利永

N5馆-M47会议室
3. 励展博览集团

N5-M48会议室
2. 励展博览集团

3. 中国快递协会

N1-M45会议室

时间：4月9日 13:00-16:00
合作单位：
1. 云纸箱
2. 励展博览集团
会议日程：
演讲嘉宾：肖剑
在产能过剩时代才具备整合的前提
产能过剩的表现形式与整合的路径
板箱分离到产销分离是新社会分工

N6馆现场会议室2

演讲嘉宾：肖剑
2.5 工厂模式是产能过剩的解决方案
用 2.5 工厂实现共享产能的运作思路
用零机会成本实现利润倍增的秘笈

通过 2.5 工厂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通过 2.5 工厂实现产销分离问题
通过产销分离实现利润倍增问题

降本提质 促进发展——2019 柔印高峰论坛

励展中国纸箱行业培训周：现代纸包装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与绩效考核
时间：4月9日 09:30-12:00
合作单位：
1. 中国国际瓦楞展专家委员会
2. 励展博览集团
会议日程：
1. 如何有方向、有目标、有计划、有策略的一步步建立起现代纸箱纸板企业运营和管理的模式和机制？
2. 如何不再期待和幻想超强超忠诚人才的出现，也能确保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3. 如何实现将企业的经营目标分解到每个部门每个员工每天做的每件事？
4. 员工——如何让员工的工作变得越来越轻松而有效？
5. 领导——如何确保企业经营状况和成果一定会越来越好？

时间：4月9日 09:30-12:00
合作单位：
1. 中国国际瓦楞展专家委员会
2. 励展博览集团
会议日程：
1. 了解温度、湿度、设备、工艺对原纸、纸板的作用及影响。
2. 了解设备各温度工艺点温度控制参数与速度、原纸克重、胶线宽度的关系。
3. 了解设备蒸汽温度工艺控制的重要性
• 降低蒸汽能源耗用
• 大幅降低纸板变形量，提高纸板物理性能
• 瓦线温控系统应用的注意点
• 大幅降低纸板后变形

2.5 工厂模式下的共享工厂和产销分离——产能过剩的解决方案和零成本利润倍增秘笈

中国快递绿色包装产业联盟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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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哪些包装企业在布局智慧型工厂。
6. 智慧型包装企业是必然到来的吗？
7. 面对智慧型包装工厂，你准备好了吗？

励展中国纸箱行业培训周：瓦线温控系统原理与应用

时间：4月8日 13:00-16:00
合作单位：
1. 上海印搜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瓦楞采购指南

N1馆-M40会议室

1. 智能包装的现状，为什么是工业 2.5 ？
2. 什么是工业 4.0 ？工业 4.0 必须具备哪些软硬件要素？
3.5G 的到来将改变哪些？
4. 人工智能在包装行业的应用。

5. 金叶分切，助推纸业精益服务
青岛金叶总经理 宋小红
6. 岳阳林纸的发展与规划
岳阳林纸总经理
7. 龙头纸厂论坛——未来纸市

当瓦楞包装遇上印刷文创

时间：4月8日 10:00-12:00
合作单位：
1. 中国快递绿色包装产业联盟

时间：4月9日 09:30-12:00
合作单位：
中国国际瓦楞展专家委员会
会议日程：

N6馆现场会议室1

时间：4月8日 13:00-16:00
N4-M45会议室
合作单位：
1.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柔性版印刷分会
2. 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3. 励展博览集团
会议日程：
4. 爱司凯光阀激光调制技术——创造柔版 CTP 新奇迹
1. 广东天龙油墨有限公司水性油墨部经理 陆海彬
上海澳珞拉印刷器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勇波
2. 印刷机配件智能清洗和环保节能解决方案
5.
加快液态版应用步伐，助力绿色印刷持续发展
西安海焱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潇
上海谱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军增
3. 降本提质——以预印工艺标准化为例
6. 成本与质量的平衡之道——巴斯夫瓦楞纸箱水性油墨解决方
杭州秉信包装有限公司协理 黄睿修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分散体与树脂部门 高级技术经理 蔡秋香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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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论坛

中国包装容器展现场活动
励展中国纸箱行业培训周：纸箱企业高端运营与管理实战

时间：4月9日 13:00-16:00
合作单位：
1. 中国国际瓦楞展专家委员会

PACKCON STAR AWARDS 颁奖典礼
N5-M47会议室

2. 励展博览集团

会议日程：
1. 纸箱厂效率提升，纸箱新厂建设与老厂改造
2. 纸箱厂订单管理，纸箱企业大客户营销管理

3. 纸箱厂生产管理，纸箱企业成本核算
4. 纸箱厂绩效考核，纸箱厂信息化管理

励展中国纸箱行业培训周：纸箱质量异常的解决
时间：4月9日 13:00-16:00
合作单位：
1. 中国国际瓦楞展专家委员会

时间：4月7日晚 星期天
主办单位：励展博览集团
• 中国包装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跃中大赛致辞
• 大赛专业评审团介绍
• 年度材料创新奖颁奖
• 年度互动营销包装奖颁奖
• 年度绿色环保包装奖颁奖
• 年度包装设计创新奖
• 最佳人气奖颁奖

上海博雅酒店

N1馆-M40会议室

包装黑科技发布会

2. 励展博览集团

会议日程：
1. 纸板由走纸不进入印刷机所产生的问题经过印刷部、用槽部模切部精箱部或推碳的问题解决方式。
2. 内容中有印刷机问、印刷版、油墨、纸板、人员操作的相问题探讨。
3. 不同的环境条件的不同解决方案。

时间：4月8日-10日 全天 星期一~星期三

2019 中国造纸行业峰会
时间：4月9日 09:30-16:00
合作单位：
1. 易贸纸业
2. 励展博览集团
会议日程：
1. 中国造纸行业和宏观经济趋势分析
2. 新常态下中国包装纸与市场发展趋势
3. 进口包装纸市场发展趋势
4. 中国造纸原料市场解析

N6馆现场会议室1

5. 再生浆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6. 包装纸行业互联网 + 新理念
7. 如何利用金融衍生品助理企业创新发展

E5馆黑科技发布会
会议室

主办单位：励展博览集团
部分报名演讲展商 :
• 秉信包装
• 顶正包材有限公司
• 杭州中亚瑞程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 浙江庞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金石包装（嘉兴）有限公司
• 岸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江苏龙骏环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杭州群乐包装有限公司
• 北京东南利成包装有限公司
• 上海纯绿纸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韶能集团广东绿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惠普数码瓦楞包装 瑞时创展公司开放日
时间：4月8-11日 全天 星期一～星期四

摇钱树抽奖活动
时间：4月8日-4月11日 09:30-16:30

3号入口大厅

时间：4月8日-4月11日 10:00-11:00 14:00-15:00

E6馆

彩盒梦工厂演示活动
时间：4月8日-4月11日 11:00-12:00 15:00-16:00

E6馆

商务配对展台 MatchMe
时间：4月8日-4月11日 9:30-16:00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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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N5馆A167展位

主办单位：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 金桥梁 ” 采配对接专题馆

纸箱梦工厂演示活动

N1-N6馆、E5-E6馆的观众休息

时间：4月8日-10日 全天 星期一～星期三
主办单位：励展博览集团
部分入驻对接馆终端:
• 盒马鲜生
• 京东
• 卡夫亨氏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杭州百草味食品有限公司
• 康师傅饮品投资（中国）
• 广东汤臣倍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多终端需求，请至现场

上海国际包装设计周——设计大家侃直新观点

更多大咖，请至现场

创意展示秀

• 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
• 统一企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 不凡帝范梅勒股份有限公司
• 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
• 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雀巢有限公司
• 旺旺集团
• 可口可乐 ( 上海 ) 饮料有限公司
•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德克士
• 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
•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 箭牌糖果 ( 中国 ) 有限公司
……

E5馆采配对接
专题馆内

时间：4月8日 13:30-16:00 星期一
E5馆M31会议室
主办单位：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设计委员会、励展博览集团
议程:
• 13:30-13:40
主持人开场、嘉宾致辞致辞
• 13:40-14:00
有关品牌与包装的最新趋势
笹田史仁
日本包装协会 理事长、日本包装团体协议会（D8）代表
• 14:00-14:20
品牌策略及其视觉传达
金亨锡
IIDC 国际设计学院院长、总统直辖韩国国家品牌理事会企划顾问
• 14:20-14:40
品牌创新设计与工匠精神
徐军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
• 14:40-15:00
非遗手工艺的传承创新与包装设计
章莉莉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
新中心运营总监
• 15:00-15:25
SKG- 一站式品牌解决方案
李树营
上海数字印刷协会副会长、硕科图像（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 15:25-15:50
远离专业做专业
顾传熙
创意中国设计联盟副主席、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副会长，设计
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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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包装容器展现场活动
2019 中国包装容器展开幕式暨中国包装
创新大会新闻发布会
时间：4月8日 09:30-10:30 星期一
主办单位：包装推进会、励展博览集团

3号登记大厅

运输包装发展趋势主题论坛
时间：4月8日 13:30-16:00 星期一
E6馆M36会议室
主办单位：ISTA 中国、中国包装联合会运输包装委员会、励展博
览集团
议程 :
• 14:00-14:10
主持人欢迎致辞
• 14:10-14:30
货安达智能循环包装系统为企业包装与物流增效降本
邢胜男
中包物联网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总裁
• 14:30-15:00
Packaging Sustainability Through Innovations
Li Bin
Dow’s Packaging & Specialty Plastics business, Asia Pacific technical
leader for end use development, pack studios and sustainability
• 15:00-15:30
运输包装主题演讲
待定
• 15:30-16:00
运输包装主题演讲
待定
• 16:00-16:30
运输包装检测及相关标准的解读和使用
毛鹏辉
中国包装科研测试中心，检测业务开发部业务经理

2019 中国包装品牌创新高峰会议
时间：4月8日 星期一
E5馆M32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包联包装规划委员会、励展博览集团
议程:
• 13:30-13:35
主持人欢迎致辞
张艳妮
中国包装联合会 规划委副秘书长
• 13:35-14:00
包装品牌主题演讲
谭益民
湖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 14:00-14:30
极力未来的创新包装方案
MAGGIE KE
阿联酋博禄公司·资深包装应用材料专家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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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15:00
快消行业包装创新趋势
章辉
卡夫亨氏·资深包装研发专家
• 15:00-15:30
印刷包装新技术
吴伟
武汉大学·印刷与包装系教授，博导
• 15:30-16:00
神秘大咖上线，敬请期待！

• 11:55-12:20
面向智能时代的包装全链设计思维
高智勇
湖北包装联合会设计委员会副会长、武汉大学 印刷与包装系
副教授

（以上为拟定日程，如有变动以当日为准）

时间：4月9日 13:30-15:30 星期二
E5馆M28会议室
主办单位：派姆咨询、励展博览集团
议程 :
• 13:30-14:00
沈怡
艾迪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ATT）大中华区首席运营官
• 14:00-14:30
张晓翔
斯道拉恩索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理
• 14:30-15:00
吴朝武
AIPIA 活性与智能包装工业协会中国办事处代表
• 15:00-15:30
Allan Flink
Poyry 贝励芬兰办公室项目总监

2019 餐饮外卖行业发展高峰论坛
时间：4月8日 星期一
E5馆M29会议室
主办单位：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励展博览集团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上海国际包装设计周系列活动之包装发展趋势论坛
时间：4月9日 10:00-12:30 星期二
E5馆M28会议室
主办单位：湖北包装联合会设计委员会、励展博览集团
议程 :
• 10:00-10:10
主持人开场
凃志初
湖北省包装联合会设计委员会副会长
• 10:10-10:30
包装设计 4.0——大牌的时代转换机
潘虎
潘虎包装设计实验室首席设计师、“中国当代最有价值产品包
装设计师”
• 10:30-10:50
包装结构设计创新之道
于光
中国包装史上第一位 iF 设计金奖获得者、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设计委员会副主任
• 10:50-11:10
内容故事构建产品结构
吝凯
设计师独立品牌——妙手回潮创始人、主理人、设计总监
• 11:10-11:30
创意之路 • 一个简单的梦想
徐郑冰
字绘中国 主理人、武汉工商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 11:30-11:55
设计与消费同行
张彦辉
武汉璞梵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曾获香港 HKDA 环球设计
大奖、中南星奖金奖等

• 15:35-16:00
创意包装 + 扎心文案，传统产品重焕生机
邱潇潇
农夫山泉包装设计方热浪 联合创始人 &CEO
（以上为拟定日程，如有变动以当日为准）

（以上为拟定日程，如有变动以当日为准）

第十二期 CPLP 中级培训
可预见的创新方式——活性与智能包装

（活动议程持续更新中 ……）

快消品包装创新发展论坛
时间：4月9日 13:30-16:00星期二
主办单位：上海市食品学会、励展博览集团
议程:
• 13: 30-13:40
主持人开场
• 13:40-14:10
创新则变，变则不离其宗
陈基玉
光明乳业包装研究部 项目专员
• 14:10-14:40
味全每日 C 的【留量池】
童岭
味全每日 C 品牌主管
• 14:40-15:10
王猛
杭州群乐包装有限公司 经理
• 15:10-15:35
单身经济——用一个 IP 打造一个品牌
曾瑞露
上海全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人

E5馆M31会议室

时间：4月9日 全天 星期二
E5馆M29会议室
主办单位：ISTA中国、中国包装联合会运输包装委员会
议程:
• 09:00-12:00
CPLP 培训
• 12:00-13:00
午餐
• 13:00-16:30
CPLP 培训及考试

特种用途包装和包装链条技术的研发及设计应用
时间：4月9日 10:00-12:30
E5馆M28会议室
主办单位：北京市包装技术协会、励展博览集团
议程:
• "10:00-10:10
主持人欢迎致辞
• 10:10-11:00
在学习中进步、在进步中发展的“航天特种包装”
穆林
北京航天万源科技有限公司军工事业部副总工艺师
• 11:00-11:45
包装 V 链，行业永动的创新链条
范立新
北京市计算中心 , 高级工程师
• 11:45-12:30
微电水技术开发应用，助力包装工业绿色发展，更好保护身边
水资源
陶华强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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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9新品首发
葆柯物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N4B11

半自动托盘方案
功能亮点：
· 投资小，适用于外卖纸板和纸箱生产的客户；
· 可集成多种功能 ( 点数，打包，喷码等 )。

全自动托盘方案
产品亮点：
· 瓦线清运
· 纸板点数
· 底部护角插入
· 纸堆自动上托盘装置
· 纸堆打包及喷码

DWL压带式单瓦机

C/Line, Pro/Line

主要性能特征：
· 用压力带替代传统的金属压力辊，延长纸板受热和粘合时间，降低对原纸伤
害，无压痕，降低噪声，提高纸板强度，更低定量克重的原纸也能适应；
· 瓦楞辊增加中部施压系统，小直径，低中高，自动控制压力实现中高可变，
同样适应更低定量克重原纸；
· 压力带为无缝带，接触面积达到100%，不产生漏粘现象；在换带装置辅助
下可方便更换压带维护。

产品亮点：
· 创新的C/Line, Pro/Line瓦楞纸板生产线有300 米 / 分钟和250 米 / 分钟两种
版本；
· 产品满足中等产能工厂的需要；
· 与 S-LINE 一致的制造质量跟可靠性；
· 机器单元共享零件，减少电器件和机器组件；
· 短单生产能力和无间隙换单；
· 更低投入和更少库存的情况下提供高品质产品。

Fosber Group

N1A110

惠普公司

全自动待印区域解决方案 —— 一层
功能亮点：
· 无人化生产 ；
· 缓存面积利用率极高，使得生产排单更加灵活；
· 纸堆运送准时，无差错。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S/Line

N4A35

机器人码垛
功能亮点：
· 机器人手臂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9新品首发

· 码垛系统集成

产品亮点：
旗舰产品S/line瓦楞生产线有420 米 / 分钟和370米 / 分钟两种版本。
· 订单更换：无间隙换单速度250/300 米 / 分钟；
· 底部面纸与正面面纸自动预印能力；
· 数字化预约切割功能，在使用同一预印原纸圈时，也能在上下层执行多订单；
· 分割辊能力；
· 折叠式实芯板生产兼容；
· 双拱、单面、开板解决方案；
· 简单的技术解决方案；
· 可靠性强；
· 优惠的价格；
· 低投入成本。

HP PageWide C500 瓦楞纸后印数码喷墨印刷系统 ( 平张 )
功能特点：
HP PageWide C500印刷机 —— 简便的数码瓦楞板后印，媲美胶印质量功能。
· 一次经过完成印刷 ( 单通道 )；
· 平张瓦楞板进纸系统；
· 胶印品质，涂层及非涂层纸；
· 75 米 / 分钟线性速度下获得最高印刷品质；
· 纯水性墨水，实现食品安全印刷。

JETS400瓦楞纸板生产线
功能介绍：
公司投放市场的第四代高端智能瓦楞纸板生产线，整机智能化程度高、具有
自动巡航 ( 设备运行自动化 )、智能学习自适应系统、工艺管理自能化、订单
管理智能化等功能，在机械和系统方面均处于同行业领先。

全自动待印区域解决方案 —— 多层
功能亮点：
· 场地占用面积小，但提供极大的缓存区域；
· 转运车同时兼具升降机的功能，简化了物料的周转流程，降低生产能耗；
· 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化，信息化的物流系统。

主要参数：
· 设计速度：400m/min；
· 工作速度：350+m/min( 需符合必要的基本条件 )；
· 设计最大规格：2800mm；
· 操作人员数量：不超过 4 人；
· 生产线最大占空 ( 长 X 宽 X 高 )：120m X 12m X 8.6m。

博盒世( 苏州 )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N5A85

Pro/Visionair
产品亮点：
一种新工具可帮助工厂维护工程师保持瓦楞纸板以高效率运行。Pro / Visionair
采用带通信头盔和内置眼镜凸轮的头盔，允许工程师实时与 Fosber 技术人员
直接联系，同时诊断任何技术或维护问题。

Q1500
功能特点：
单片式开口箱成型利器，开口托盘箱成型设备。产量1000-1500 箱 / 小时；可
以覆盖目前市场上各种瓦楞纸箱 ( 盒 ) 包装设计要求。模具更换方便，超过25
套模具供客户选择，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需求。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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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纸箱自动化成型设备T2n

N1A110

移动式 “6+1” 型高清全电脑印刷机
功能特点：
· CNC 操控系统 ( 智能化控制 )；
· 环保节能，采用可洗水油墨；
· 套色精度可达±0.15~±0.3mm；
· 印版线数可达90-130LPI；
· 可根据需要增加上光、模切功能；

功能特点：
T2n纸箱成型设备填补了TECO设备的空白。它适用于两种不同的版本：标准
水果纸箱或折角水果纸箱。后一个版本可粘合和折叠几乎所有常见的水果纸
箱，从简单的开口箱，到citrus箱和开口折角类型。设备特征：纸板仓容量大，
确保最高效益，全面安全保护，快速尺码更换，只需少量部件的更换。

下印开合式粘箱联动线

上海旭恒精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N4A100

MCT 1

功能特点：
· 下印开合式印刷机，真空吸附传送；
· 适合开槽或模切箱的高效生产；
· 整线3-4 操作，节约人工；
· 开槽单元多种选配，适合各类型订单；
· 上模切，选配快速锁版装置，清屑效果佳；
· 独特设计的折叠成型结构，修正纸箱精度；
· 计数推出单元收纸可实现最高25捆 / 分钟。

佛山市南台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N1A40

功能特点：
小型托盒成型利器。产量1000-6000 箱 / 小时；可以覆盖目前市场上各种瓦楞
或卡纸小包装设计要求。模具更换方便，可根据客户要求订制，最大限度的
满足客户需求。

意大利 TECO机械有限公司

N5B62

联线解决方案
产品亮点：
秉承集团30 余年的丰富经验以及对国际前后道配套机械市场的充分了解，旭
恒针对瓦楞纸板自动包装生产线提出了全新的市场解决方案，以满足日益成
熟的周边设备市场的需求。
基于此，旭恒从产品质量、客户期望、资源优化、生产成本控制等方面对中
国市场需求进行了深入分析。
结论是旭恒的解决方案可以满足生产力、可靠性及产品质量方面的所有需求。
旭恒的解决方案具有创新性和发展性，客户可根据特定需求定制初期投资方
案，随着生产规模的增长，还可以进一步改进以适应新的需求。
经过测试，旭恒的方案足以应对特定市场的不断变化的需求。旭恒联动生产
线，包括全自动送纸机 E-LOAD，全自动分片机 E-BREAK 和全自动码垛机 E-PAL，
可以提高产量，并为操作员减轻工作量。这条全新的联动线实现了生产过程
的自动化，大大减少了操作人员的数量。

下印式模切清废点数堆叠码垛收集线
ASM-1700 推压式同步切纸机

功能特点：
· 下印开合式印刷机，真空吸附传送；
· 整线 3-4人操作，节省人工；
· 上模切，选配快速锁版装置，清屑效果佳；
· 分捆或高堆模式，适用性好；
· 适合机包箱、预印箱货异形盒等模切订单的高效生产；
· 针对各类型订单，均可准确计数。

广州科盛隆纸箱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功能特点：
· 用纸类型：一般卡纸；
· 用纸重量：127-500g/m2；
· 走纸张数：通常2张，可多张 ( 选配，最多10张 )；
· 切纸长度：450-1350mm；
· 走纸宽幅：最大1600mm；
· 运转速度：最大200 米 / 分 ( 根据切纸长度会有变化 )；
· 切纸精度：+/-0.15mm以内 ( 刀轴零跳动 )；
· 切纸装置：20秒快速换刀，刀辊上可同时装多把刀；

N4D10/N4C30

袋子装盒机ST225
功能特点：
托盘和纸箱通过单行电机驱动辊子传送带输入向窄端运行，同步装置可助纸
箱在提升单元中定位到达准确的位置；同时，通过适当尺寸的管状节角聚乙
烯卷，设备可展开、成型、剪裁和焊接纸袋，编辑长度到设定并编程好的尺
寸。纸箱 / 托盘随后被提升，同时，展开、焊接、裁剪聚乙烯袋进入容器的
循环就完成了。纸箱下降并从设备出口单行输出。在装袋时，空气通过合适
的位置吹入有袋装入的纸盒 / 托盘中，将薄膜升起到更高位置，以固定纸箱。
生产能力通过准确控制卷的展开，来确定袋子的合适长度，满足特定包装类
型的需要，达到制袋的高效的管理。

上海鼎龙机械有限公司

N4D10/N4C30

SHINKO SUPERα—— 系列固定式全伺服印刷 —— 槽模切联动线

联线解决方案
功能特点：
· CNC操控系统，故障显示，生产管控、可远程维护；
· 生产中可不停机换版、快速喷洗系统、多订单生产模式，高效益；
· 机组可开/合的 “ 固定式 ” 机型，设备升级、维护更方便；
· 高精密特殊传动结构、吸附轮箱传输、保障精度寿命；
· 加宽型吸尘箱、除静电装置、中央集尘，抗压防护、除尘收集完善；
· 双座 “ 成型、开槽 ”，精准导向定规排轮系统，防爆线，折叠、成型效果佳；
· “上落式 ” 高速叠纸循环收集系统，防护印面擦花、生产效能高；
· 电气元件、传动轴承等采用国际品牌，通过欧州CE认证。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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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点：
· CNC操控系统 ( 智能化控制 )；
· 各单元伺服独立驱动 ( 高效节能 )；
· 2分钟快速换单，15秒快速挂板，可满足每天换单40-150订单 ( 高效 )；
· 3分钟快速洗墨，低残余墨量330cc( 省墨 )；
· 纸板传送采用吸附上下皮带夹纸系统 ( 准确稳定 )；
· 独特开槽压痕折叠成型结构 ( 箱型美观 )。

AP-2100自动平压模切机
功能特点：
· 适用超大纸幅；
· 最大用纸尺寸1300×2100mm；
· 最小用纸尺寸500×700mm；
· 最大模切尺寸1280×2100mm；
· 标准咬口15mm( 调整量 ±5mm)；
· 最大模切压力400tons；
· 瓦楞纸板最大厚度9mm；
· 最高模切速度5500i.p.h.；
· 总电力量70kw；
· 机器重量50tons；
· 独立驱动调整，快速换单；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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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9新品首发
广东品龙精工有限公司

N3A100

视觉智能检测修正控制系统

功能特点：
· 整机采用节能环保，高效，低耗设计原理，能耗超低，属于节能经济款机型；
· 前缘真空吸附输送纸板，输送精度高，保证套印精度和印刷效果；
· 整机电脑操控系统，可储存常用订单，换单更快捷；故障报警，生产管控、
可远程维护；
· 传动齿轮采用优质钢研磨而成，经热处理洛氏硬度>60 度；传动辊轴均为优
质钢，表面精磨后镀硬铬自动侦测定位系统、快速挂板驱动系统、换单快捷；
· 做动平衡；
· 传动采用合金钢精密研磨齿轮，使用寿命更长，印刷精度更有保障；
· 各独立单元均设置急停拉线开关，操作更安全。

GP1224恒速之星
功能特点：
· 稳定
前缘送纸、伺服相位、全程真空吸附传送 , 多排轴错位吸附传送设计更利于
纸板稳定输送 : 加强型框架定位装置 , 齿轮直接刚性连接于墙板 , 纯进口的台
湾齿轮和轴承带来高速稳定性 , 配合整体式网辊提升板保证印刷长期稳定。
· 精度
双胶辊表面双层覆胶技术 , 低压力输送免除气动压力的冲击 ; 可多段控制全程
真空吸附 , 配合呈品字错位加密陶瓷轮阵列 , 纸板多点吸附 ; 无跳动整体精密
的网辊传动装置 , 全高速时保证减少网辊抖动 , 配合伺服相位调整提高网点印
刷品质 ; 下调式模切辊压力 , 始终保持纸板一条线输送带来精度保证。
· 效率
专利型送纸幅宽自动调整装置和带卡位的印版锁紧装置 , 配合工业化4.0 的工
控设计 , 无论在硬件和软件均是操作者高效率的工具。送纸除尘印刷预烘干
独立烘干上光独立烘干模切清废堆码计数打包 , 一条线自动化生产作业。

江苏辰光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赛欧系列水墨印刷开槽模切机

N3D50

东莞市久锋纸箱机械有限公司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9新品首发

产品亮点：
· 视觉扫描刀线位置 ；
· 可输出警报提示操作人员；

· 没有香蕉变形，没有冷凝水；
· 节省10% 单面机蒸汽损耗；
· 快速热能补偿，纸板预热充分提高品质；
· 快速热能补偿，提高平均车速；
· 提高25% 瓦楞辊使用寿命。

· 可与系统连接自动校正；
· 扫描速度快又准，代替人工。

山东联胜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N2C35

杭州佳鹏电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5D110

N1D80

伺服跟标压线圆压圆模切机联动线

海德宝-7+1高清水墨印刷开槽 +UV 上光 + 干燥 +模切机
功能特点：
· 精细故障报警，安全生产；
· 分段式伺服传动，稳定高效；
· 中央集尘系统采用等离子附压双除尘系统；
· 人性化一键调机，标准箱非标箱。

卡达电脑有限公司

功能特点：
本联动线集自动上料、免压送纸、自动跟标压线、自动跟标模切、清废点数堆码、
捆扎、码垛缠绕等功能，是专为彩箱和预印纸箱量身定做的一款新型设备。
满足了客户对高模切精度、完美成型的要求，减少了劳动力，节省了原材料，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苏州原禄机械有限公司

N5C15

上海大松瓦楞辊有限公司

N5A36

N5C20

瓦楞纸业生产管理系统
产品亮点：
· 订单管理功能 ( 客户资料管理、完工订单回收、订单排程管理 )；
· 数据传输显示功能 ( 将订单信息从办公室 ERP 发送到生管系统各工作站 )；
· 干部高速不停机换单功能 ( 高速生产情况下，实现干部不停机换单 )；
· 自动切废功能 ( 计算精准 )；
· 天桥积纸量侦测管理功能 ( 双系统检测精度高，可补正控制 )；
· 备纸量计算功能 ( 方便快捷、自动核算、一键查询原纸备纸量 )；
· 同步速度控制功能 ( 与生管连线，全线速度同步控制 )；
· 自动接纸控制功能 ( 自动控制接纸机、无需停机 )；
· 标签打印功能 ( 订单标签自动打印，方便快捷 )；
· 报表列印功能 ( 完工日报、效益分析报表 )；
· 监控功能 ( 即时监控显示生产现场情况 )；
· 胶量自动控制、包角自动控制、残卷检测功能 ( 选购 )；
· 与ERP 配合实现残卷的测算，条形码打印、在线办理出库和返库功能；
( 选购 )；
· 与3.5.7层楞型切换机连线，实现楞型的自动切换；
· 生产现场动态监控画面。

欧莱宝系列全程吸附水墨印刷开槽摸切机
功能特点：
· 整机全程真空吸附输送纸板，传送精度高，有效保证套印精度及印刷效果；
· 全电脑操控系统，可储存常用订单，换单更快捷；故障报警，生产管控、可
远程维护；
· 自动侦测定位系统、快速挂板驱动系统、换单快捷；
· 加宽型吸尘箱、除静电装置、中央集尘，除尘收集完善，抗压防护；
· 吸附轮箱传输、传动采用合金钢精密研磨齿轮，使用寿命更长，印刷精度更
有保障；
· 除了集中烘干外每组印刷部都配有小烘干包装烘干效果更佳。

视觉扫描点数机
产品亮点：
· 类AI 智能扫描；
· 解决数量不淮问题；
· 扫描速度快又淮，代替人工 ；

· 非接触式检测；
· 可打印标籤纸。

AC伺服电脑螺旋式横切机
周边加热瓦楞辊
功能特点：
· 配置于欧美高端瓦线；
· 5分钟预热时间，特别适合快速换辊。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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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点：
· 采用双驱控制，运作平稳，精度高；
· 采用刀筒式结构运行速度更快，剪切精度更高；
· 驱动系统集成化程度高，无外置电路板，结构精简，稳定性高；
· 短纸板裁切速度高，500mm裁切速度可达150 米 / 分。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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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品首发
湖州上银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N5C60

正压卡匣式单面瓦楞机SF-400H
功能特点：
· 瓦楞轮外径Φ560mm，压力轮Φ450mm，最高设计速度400m/min；
· 瓦楞轮置于压力轮下方设计，降低机器重心，使机器运行中噪音降低，减少
振动，运行顺畅、稳定；
· 正压式设计，使芯纸能均匀受压并贴附在瓦楞轮表面，因而完美成形，上浆
均匀，贴合更好；
· 辅助压轮设计，有利于瓦纸成形，可减少因压轮压力过大或芯纸克重过低而
造成的压痕，使单瓦强度更好；
· 优良的上糊系统，糊轮与刮糊轮之间储存浆糊，而刮糊轮位于整个糊面底部，
使得上糊间隙均匀分布；
· 快速换轮，更换瓦楞轮以电动台车运载，瓦楞组更换均以油压控制，安全
可靠；
· 简单操作系统，人性化的操作界面，高强度皮带传动使400H单面机高效平
稳运行。

广东振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N5D10

劲亚( 上海 )机械有限公司

全伺服高精度联线印刷机

XHL350液压垂直前推式快换辊瓦楞机
功能特点：
· 瓦楞机采用无糊盘设计，糊辊运转的方向跟传统机是相反的，采用这种设计，
多余的浆就不会往外飞溅而产生浪费；
· 瓦楞机采用伺服电机，特有的变速驱动方式去除耗能的齿轮变速，主机马达
采用同步带直接驱动方式，配合自主开发专利设计，比传统同类型的瓦楞机
省电30%以上；
· 本厂最新研发的XHL250 型高速瓦楞机，当停车时光压辊及瓦楞辊自动分离，
并独立匀速旋转，使每条辊达到温度平均的效果，重新启动时，不会产生因
为瓦楞辊温度不均变型，造成塌坑现象，大大减小废品；
· 首创专利设计前推式快换辊设计，30分钟轻松安全更换楞型，让你生产更灵活；
· 本机采用负压式设计，急加速和急刹车都不会产生废品，穿纸容易操作，安
全简单；
· 操作台与机体一体化设计，简约实用，工人操控反应更快，节省空间。

广东台一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9新品首发

功能特点：
整机采用全伺服控制，全程真空吸附送纸，陶瓷网纹辊配刮刀结构 ( 可选配
独有的双网纹辊供墨系统 )，133Lpi 的印刷网线，最高150 张 / 分钟的生产速
度下保持±0.25mm的整体套准精度。主要针对涂布面纸高清印刷也可兼容挂
面、牛卡面纸的普通印刷，一键切换，一机两用，实现超强的市场适应性。“ 送
纸 - 除尘 - 印刷 - 红外烘干 - 上光 - 紫外加红外烘干 - 开槽 - 模切 - 清废 - 堆积 ”
一次完成的生产流程，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化生产。优良的细节设计可节省
更多的生产材料和人工成本。计算机版权软件及智能化控制管理一体配合，
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损耗。

全自动平压平模切机 (SR-1650SL)

广州小华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4A90

N3A35

伟鹏机械有限公司 ( 台资企业 )

T-FSG上印固定式印刷开槽模切糊箱联动线
功能特点：
· 提供一站式印刷智能解决方案，从上料到打包，整条生产线一次性完成；
· 上料； · 印刷开槽模切； · 折叠粘箱； · 打包。

N3A102

功能特点：
· 双系统冗余设计，具备灵活的配方处理能力，满足大型纸品厂多条高速瓦线
24 小时生产需求；
· 具备中央监控功能，可以在需方的地方，比如瓦线中控室或生产办公室控制
制胶系统；
· 读取生管系统信号，根据储胶量，计算特定制胶量，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 设备具备自检功能，逻辑报警、元器件反馈报警、误操作报警、缺料报警、
粘度温度过高报警、电源报警、电机过载报警等；
· 具备机台胶量统计功能，每个机台每班次的耗胶量报表统计，同ERP系统对
接，相互传输数据。
……

· 纸板品质更佳
· 创新的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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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D22

XHSS-QE型全自动制胶系统

E6B25
株洲三新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瓦楞采购指南

功能特点：
· 整机设计结实耐用，更好应对较厚和较大纸板的加工，适应大批量生产的要求。
· 换单快，灵活应对小而散订单。
· 操作快捷简便，初学者易掌握。
· 动力传输全程采用伺服传动，高效率、低噪音、易保养。
· 糊盒机采用双面牙杆调整机构，适用于不同规格制盒；成型棒配备半自动定
位装置使操作更简易。
· 糊盒机入纸处采用电动毛刷轮将切角废边强力清扫，保持车间整洁；通过真
空吸附皮带送纸，皮带磨损小，送纸精确，减少剪刀叉。
……

功能特点：
· 多功能 ：一机多用，印刷开槽模切后可钉，可糊，可糊后再钉，上印下折，
下印上折均由客户选择；
· 高效率：十小时生产糊箱：15万只箱，钉箱：6万只箱；
· 节省场地：整个生产纸箱过程只占生产场地 6米X35 米；
· 节省成本：节省用工成本，整条线只要三人操作 , 节省工厂管理成本。

· 换辊只需3分钟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协合隆包装机械厂

N3C10

高性能全自动水性印刷开槽模切糊箱与打钉机

澳科利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水性印刷开槽模切糊箱钉箱联动线 ( 下印上折式 )

功能特点：
· 最高车速400米 / 分
· 大幅降低能耗

功能特点：
SR-1650SL( 加长型 ) 适用于模切0.7-9mm厚的彩裱瓦楞纸板，最高机速5000
转/ 时。

XHDS-3000 型全自动制胶系统

广州市佳研特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速霸400型单面机

N3B50

N1A35

功能特点：
· 全系统免维护设计，保证长时间平稳运行；
· 整机采用不锈钢材料制作。
· 具备两步法和一步法制胶模式；
· 特有的 Quick Save( 快速挽救 ) 功能，避免制胶程中粘度意外升高情况
发生；
· 采用专利设计的风力输送系统，淀粉上料速度快，分散彻底；
· 特有碱液管路自动清空功能，防止管道结晶堵塞；
· 备有粉状和液体化学添加剂的储送系统，适合高速瓦线和特殊纸板生产
需求。
……

贴版机
功能特点：
贴版机可以提供的最大印刷宽度：2300 mm(90.6 inch)；最大印刷周长：1400
mm(55 inch)。该机结构稳定可靠，贴版重复定位精度高。可实现对带轴印版
辊、带轴气撑芯、无轴印版辊、套筒的贴版。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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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赢联数码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N1A110

昆山裕邦机械有限公司

数控纸箱机 BM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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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品首发
N3B30

山东信川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N3C50

功能特点：
· 自动进纸
· 横向开槽和碰线
· 纵向压线和纵向切割
· 横向分切和出纸

深圳市万德环保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N1B50

DPSTAR—— 窄幅系列数码印刷机

全自动纸板糊折盒机
功能特点：
适用于卡纸及微型瓦楞的贴合，本机、给纸及输送部采用比例联动，能根据
主机的加减速做自动相应的速度加减，移动式设计，简单，易调整。

产品亮点：
结构紧凑，尺寸小巧，场地布置灵活，具备更大的灵活性。借由高度智能化
和便捷的操作系统，只需 2 名员工便能维持设备全速、高效及稳定生产。
其工业级数码喷头和核心零部件加工工艺处于业界领先水平，经久耐用，
DPSTAR 窄幅系列数码印刷机总是能以经济高效的方式个性化按需印刷生产。
· 三重纸板翘曲处理功能，让生产更加流畅；
· 自动喷头清洗功能，快速便捷；
· 特有的结构易于操作，维护方便；
· 订单灵活多变，可实现高度个性化定制；
· 大小订单同时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 颜色通道组合灵活，后期扩张至十色、十二色、十四色等。

信川MWZ1450N二代机 模切机
产品亮点：
该机型是我们公司的高端经济机型，前缘送纸机型可对1mm-8.5mm的瓦楞板
进行模切加工，高端精密前缘送纸装置，能适应不同厚度纸张的送纸要求。
飞达送纸主要针对 7mm 厚度的瓦楞纸板，高速上送式飞达，有效防止送纸
时在纸张表面产生的刮痕。

博思通软件

N5B01

WDR200工业级SINGLE PASS高速瓦楞印刷连线烘干上光油

绍兴市高得软件有限公司

N1A130

功能特点：
· 在原有的普通瓦楞水墨印刷基础上，进行了技术改进升级，采用工业级喷墨
打印头，精度高，效果好，速度快，最高可达 2.2 米 / 秒，实际产能每小时
3600~12000 张，可与传统印刷相媲美；
· 新增墨水循环系统，生产更环保，废墨损耗接近为零；
· 配置美国太阳SUN AUTOMATION的全自动送料系统，更稳定，材料印刷厚
度可薄至1.2mm；
· 连线快速烘干系统，提供全新轻涂布纸印刷方案选购，满足客户对印刷的不
同需求；
· 连线上光油，在保持快速印刷和色彩艳丽的同时，达到防水效果。

南通佳宝机械有限公司

单片、多片糊箱机
功能特点：
针对两片接糊纸箱所开发的新型糊箱机，适用于卡纸300g~AB浪 ( 视轧线而定 )
之纸箱，可生产单片、双片接糊纸箱，此糊箱机对纸张容许度高，喷胶系统
可独立设定，无论是平口箱、异型箱皆可生产，特别是人工难以生产的大型、
高强度瓦楞纸箱，在此糊箱机生产效果显着。

N5A125
N5A90

TRANSPAK

G5-MES系统

功能特点：
实时生产日报；实时数据共享；实时生产管理；实时计划管控；实时效率优化；
实时质量管控。

功能特点：
G5-MES系统是为包装印刷企业量身定制的制造执行系统，以实时生产数据采
集为基础，实现生产制造的实时管控和调度，确保生产制造按计划顺利完成。
G5-MES系统提供从制造准备开始，到生产排程、数据采集、机台管理、现场
质控、设备保养、生产调度、生产监控、系统接入等覆盖整个生产制造过程
的全部功能。G5-MES 系统采用开放式接口设计，便于其他系统接入，打造完
整的包含业务流程、制造管控、地面物流、立体仓储、无人搬运的一站式管
理链。

青岛澳派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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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系统

中山市锋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N5B26

N1B01
瓦楞包装行业整厂排废

TRANSAPAK TP-702CTRS

产品亮点：
瓦楞包装行业整厂排废设计方案针对此行业的环境脏乱差的现状，通过佳宝
公司研发部门的多年努力，成功解决了瓦楞包装行业的废纸到处散乱的问题。
方案通过多种设备的合理组合以及精确的数据计算，最终实现客户整厂纵切
机、印刷机、模切机产生废料的输送、收集、压缩、打包、除尘于一体的无人化、
自动化的运行方式。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的排废工作效率，节省了企业的人工、
仓储及运输成本，并使整厂卫生环境得到提高，车间整洁干净。

功能特点：
TRANSAPAK TP-702CTRS是一款专为异型箱、四角、六角与勾底盒等纸箱 / 彩
盒所设计的高速打包机，适用于鱼鳞式出纸的各种不规则纸箱 / 彩盒，高明
的侧推与后档板设计，能确保纸箱 / 彩盒维持完美的堆栈与整齐度，也保护
纸箱 / 彩盒在打包过程中免于受损并同时享有高速高自动化，TP-702CTRS 是
不规则纸箱 / 彩盒最具效能与效益的拍齐打包设备，欢迎莅临 N5 A90摊位参
观指教。

HIP.U .CE型高性能接纸机
功能特点：
长跑健将 ( 纸速400 米/分型 PAPER SPEED 400M/MIN TYPE)

资料收集截止到3月1日，更多新品详情请至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现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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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瓦楞纸板生产线、单面机及单面瓦
楞纸板生产设备

主要解决纸板生产的智能、高
效问题，该解决方案集中展示
2800mm、2500mm及其他门
幅，生产车速超过200米/分的
瓦楞纸板生产线。智能宽幅
高速瓦楞生产线的优势是效
率高、节省人力、生产管理
系统更智能、操作更简便，是
纸板生产企业提升产能的核心
设备。目前该解决方案代表
展商主要有BHS、三菱重工、
台湾裕力、协旭集团、台湾
明暐、万联、协扬、振远、
东创、美光等。

N4B11

压带式单面机MF-A
功能介绍：
独特设计的BHS压带式单面机MF-A，将效率提
升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 集成的摆动瓦楞辊模组，可在3分钟内实现快
速换楞，一键启动确保极致高效的生产力
- 全自动调节压带模组，无需操作工干预即可
实现完美的纸板贴合效果且不留压痕， 即使
生产低克重纸板仍保证极佳运行性能

C/Line，Pro/Line
功能介绍：
-创新的C/Line，Pro/Line瓦楞纸板生产线有300
米/分钟和250米/分钟两种版本
- 产品满足中等产能工厂的需要
- 与S-LINE 一致的制造质量跟可靠性
-机器单元共享零件，减少电器件和机器组件
-短单生产能力和无间隙换单
-更 低 投 入 和 更 少 库 存 的 情 况 下 提 供 高 品 质
产品

台湾裕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N4A35

MAX-300/350 300米/350米高速瓦楞纸板机

小身材大用处，BHS iShuttle原纸上纸新思路
模块化设计的BHS iShuttle拥有紧凑的“身
材”，可轻松集成到现有的运输方案中

功能介绍：
公司投放市场的第四代高端智能瓦楞纸板生产
线，整机智能化程度高、具有自动巡航（设备
运行自动化）、智能学习自适应系统、工艺管
理自能化、订单管理智能化等功能，在机械和
系统方面均处于同行业领先。

功能介绍：
旗舰产品 S/line 瓦楞生产线有 420 米 / 分钟和
370 米 / 分钟两种版本
- 订单更换：无间隙换单速度 250/300 米 / 分钟
- 底部面纸与正面面纸自动预印能力

N4D80

中速线：HH-C200系列 （最高生产速度180M/
min，适用纸宽1600mm-2500mm）其主要配
置有：原纸架、单面瓦楞机、预热轮、天桥输
送架、上糊机、热板成型部、单刀分纸压线
机、纸板切断机、纸板输送机及制糊设备
高速线：HH-C250系列（最高生产速度230M/
min，适用纸宽1600mm-2500mm），HH-C300
系列（最高生产速度280M/min，适用纸宽
1800mm-2800mm）
其主要配置有：原纸架、单面瓦楞机、预热
轮、天桥输送架、上糊机、热板成型部、轮
转切断机、吸风平台、单刀分纸压线机（双
台）、纸板切断机、自动叠纸机及自动接纸
机。客户可依实际需要做各种不同的选择及组
合搭配，我们亦提供电脑生产管理系统等周边
设备，可协助排单与监看生产情况，并且统计
分析其生产结果，以协助客户作更有效率的生
产及管理。

广东万联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N4C10

1. 机械坚固耐用，设计合理
2. 电控防呆设计，精准确实，操作简单，省
人力，
3.结合用纸，加工条件，订单结构，生产经验
融入控制系统中，长时均速，标准化的全自
动生产。

JETS400瓦楞纸板生产线

裕力瓦线产品亮点：
·卡匣快速换辊设备可节省时间及人工成本；
·自动接纸机可连续作业减少废纸，增加原纸
利用率；
·贴合机上糊量可自动精密微调机构；
·回转截切机的类伺服独立传动控制，可高速
进行换单，截切纸板精确；
·快速换单滚修机采用伺服马达控制可达精密
之定位；
·NC截切机可预设截切尺寸，精度高，生产效
益优化；
·自动积下机具备电动类伺服控制, 升降顺畅，
堆栈整齐一致，积替及换单时间短，提升生
产效能。

N5C10

300米/分高速瓦楞纸板生产线，引领宽幅高速
瓦线新时代
协旭集团2.5M高速瓦楞纸板生产线（能量中
心），速度可达为300m/min，该生产线为协旭
机械的代表性产品。其中，单面机为台湾地区
进口，整线采用伺服控制系统，并配备了双驱
驱动部和双驱横切机、原纸回纸系统，热板部
采用薄型热板，后道则配置了整厂物流，整线
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极高。

N5A165

N1A110

协扬机械（江苏）有限公司

DWL压带式单瓦机
功能介绍：
用压力带替代传统的金属压力辊，延长纸板受
热和粘合时间，降低对原纸伤害，无压痕，降
低噪声，提高纸板强度，更低定量克重的原纸
也能适应；
瓦楞辊增加中部施压系统，小直径，低中高，
自动控制压力实现中高可变，同样适应更低定
量克重原纸；
压力带为无缝带，接触面积达到100%，不产
生漏粘现象；在换带装置辅助下可方便更换压
带维护；

BHS iShuttle

S/Line

030

N5C50

明玮机械（东莞）有限公司

佛斯伯集团

瓦楞采购指南

协旭集团

2.8米智能高速瓦楞纸板生产线——领航者

CSF-35H 卡匣式单面瓦楞机
1. 吸风负压式设计，上下瓦楞轮大小轮，￠
495.330mm，压力轮：￠500mm.
2. 最高机速：300/350米/分钟。
3. 卡匣式瓦楞轮，瓦楞轮更换快速。
4. 糊 轮 座 分 离 式 设 计 ， 可 观 测 糊 轮 座 视 窗
设 计。
5. 参数式间隙自动调整设计。

功能介绍：
此次领航者的整线控制系统包含干部控制系统
和湿部控制系统;其中湿部控制系统控制湿部
各机组之间的有机结合和与整线控制的各数据
交换;干部控制系统控制干部各单机的有机结
合，使得生产线在250米车速不降速换单;天桥
单瓦堆叠智能控制，全自动记忆功能；一键上
纸操控，配光幕检测（双光幕）实现原纸自动
送入、对齐、自动对卷心，自动夹持、升举、
卸卷退出，实现瓦线自动巡航功能；收纸部分
七段皮带横载七个伺服马达，精准控制，确保
任意类型任意规格纸板堆高，可在最高运行速
度获得最好的堆叠效果。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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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BHS

- 数字化预约切割功能，在使用同一预印原纸
圈时，也能在上下层执行多订单
- 分割辊能力
- 折叠式实芯板生产兼容
- 双拱、单面、开板解决方案
- 简单的技术解决方案
- 可靠性强
- 优惠的价格
- 低投入成本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广东肇庆西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N3A102

西江机械的瓦楞纸板生产线畅销全球，35年来
自研发出中国第一台瓦楞机以来拉开了中国瓦
楞纸包装机械的自动化生产的序幕，提供幅宽
从1200mm-2800mm，生产车速100米/分-300
米/分的全系列瓦楞纸板生产线系列产品，从
二层的单面瓦楞纸板制造到三、五、七层及彩
色预印纸板流水线的研发，已经具备瓦楞纸板
领域包装机械超市的综合规模，高水平增值服
务出口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上瓦楞辊、压力辊升降、上浆机构移动以气
动控制；
2. 上瓦楞辊芯纸入纸前增加导纸辊；
3. 浆辊单元可以整体横出；浆辊座优化设计；
采用直线轨道进退，更稳定。调浆间隙传动
机构，采用电动推杆摆臂结构，使调整更可
靠灵敏；
4. 本机器内装有面纸预热辊及芯纸调质喷汽
装置；
5. 面纸预热缸被动转动，并配备有手动刹车
装置；
6. 电动隔浆装置，调整幅宽方便快捷；
7. PLC自动调浆系统（上浆辊与控浆辊的间隙
可依车速自动调整），生产速度测量及生产
长度计算；
8. 采用变频马达作动力，实现无级调速以及与
后续设备的可靠同步联动；
9. 独立驱动箱，万向节三轴传动，隔断动力震
动，浸油式润滑，减少噪音,提高工作稳定性

广东振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利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去加油维护，更省电节能。铸造墙板一体成
型，坚固稳重。
C. 瓦楞棍、压力辊及糊辊独立同步带传动。糊
付部可独立移开与主机间隔700mm，方便
清洁、保养、维修。
D. 糊付部以独立马达与主机连动，在暂时停机
时亦可作空转。
E. 切糊轮间隙采用摇背拉杆式，更精准同步。
上糊量，随车速自动调整上糊厚薄，附触摸
式显示，可设定五种不同糊量参数，用于不
同纸质的糊量需求。
F. 油压隔糊装置：自动隔糊可设定纸宽及手动微调。
自动清洗装置，确保糊辊两侧无胶液残留。
G. 上下碳化钨瓦楞辊直径408mm。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协合隆包装机械厂 E6B25

三、五、七层瓦楞纸板生产线

功能介绍：
1.瓦楞轮外径Φ560mm，压力轮Φ450mm，
最高设计速度400m/min。
2.瓦楞轮置于压力轮下方设计，降低机器重
心，使机器运行中噪音降低，减少振动，运
行顺畅、稳定。
3.正压式设计，使芯纸能均匀受压并贴附在瓦
楞轮表面，因而完美成形，上浆均匀，贴合
更好。
4.辅助压轮设计，有利于瓦纸成形，可减少因
压轮压力过大或芯纸克重过低而造成的压
痕，使单瓦强度更好。
5.优良的上糊系统，糊轮与刮糊轮之间储存浆
糊，而刮糊轮位于整个糊面底部，使得上糊
间隙均匀分布。
6.快速换轮，更换瓦楞轮以电动台车运载，瓦
楞组更换均以油压控制，安全可靠。
7.简单操作系统，人性化的操作界面，高强度
皮带传动使400H单面机高效平稳运行。

功能介绍：
高速、稳定、高效及自动化程度高，是我司生
产制造的生产线的特色。公司以质量第一为宗
旨，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严格遵循ISO9001的质量
管理标准执行，以确保产品每个零部件的100%
合格。同时公司不断投入研发创新，以高速、
稳定、自动化程度高的目标，坚持不懈的优化
创新。设备能达300~350M/min，低噪音、用工
少、高效率是天翔瓦楞纸板生产线的特色。

青岛美光机械有限公司

N5D10

河北鼎昊机械有限公司

正压卡匣式单面瓦楞机SF-400H

河北新光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N3B70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全系列瓦楞纸板生产线系列

SFM30N正压卡匣式单面瓦楞机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E6C180
电脑高速瓦楞纸板生产线
功能介绍：
适合大批量自动化生产，能制造出符合国家标
准的优良瓦楞纸板，生产效率高，纸板质量
好，采用集中控制，操作简便，维修方便，安
全可靠，大大的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

N1D120

N5B10

飞梭SF-500型抽屉式单面机
XHL350液压垂直前推式快换辊瓦楞机

双面机重型驱动部
功能介绍：
双面机：
1. 全套新型节能快速升降温腔管式热板,内腔S
型回旋、双进双出，蒸汽流速快，热交换迅
速，冷凝水排出及时;
2. 热板固定采取一端锁紧一端游动方式，有效
减小热板受热变形引起的上表面弧曲现象;
3. 进纸口配面纸加热弧形导纸板、里纸加热弧
形板及入纸口楞尖喷雾机构,提升粘合时纸
板温度;
4. 机架使用H钢堆叠设计，并配有底架，不易
变形；
5. 帆带高撑式；
6. 机体分段组装，运输、安装方便，定位准确；
……

速霸400型单面机
功能介绍：
1.最高车速400米/分
2.纸板品质更佳
3.换辊只需3分钟
4.大幅降低能耗
5.创新的结构设计

湖北东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N5C25

功能介绍：
1.瓦楞机采用无糊盘设计，糊辊运转的方向跟
传统机是相反的，采用这种设计，多余的浆
就不会往外飞溅而产生浪费。
2.瓦楞机采用伺服电机，特有的变速驱动方式
去除耗能的齿轮变速，主机马达采用同步带
直接驱动方式，配合自主开发专利设计，比
传统同类型的瓦楞机省电30%以上。
3.本厂最新研发的XHL250型高速瓦楞机，当停
车时光压辊及瓦楞辊自动分离，并独立匀速
旋转，使每条辊达到温度平均的效果，重
新启动时，不会产生因为瓦楞辊温度不均变
型，造成塌坑现象，大大减小废品；
4. 首创专利设计前推式快换辊设计，30分钟轻
松安全更换楞型，让你生产更灵活；
5.本机采用负压式设计，急加速和急刹车都不
会产生废品，穿纸容易操作，安全简单。
6. 操作台与机体一体化设计，简约实用，工人
操控反应更快，节省空间；

湖州上银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高速瓦楞纸板生产线
功能介绍：
正压卡匣式单面机，配有电动小车，快换瓦楞
辊，适应不同楞型迅速更换
采用独特的弧形加热箱给单面瓦楞纸板进行快
速定型，提高纸板强度和平整度（专利技术）
上胶机采用模块化可移出设计，方便维护保
养；伺服电机独立驱动，与双面机精确同步
特殊设计的热板部蒸汽直接加热系统（专利技
术）
采用进口天桥导正器和张力控制器使纸板自动
快速对齐，大大降低损耗
全自动上纸系统，降低操作要求，提高生产效
率（专利技术）
……

功能介绍：
采用负压式设计，大直径瓦楞辊、压力辊使纸
张在较低温下充分均匀受压，提高初粘性，保
证不同克重纸板在高速下的贴合良好。
电动台车移载瓦辊部，按钮操作，瓦辊部锁紧
松开，10分钟换辊。
瓦楞辊采用周边加热系统，减少预热时间，消
除冷凝水的积集，减小瓦辊变形，重新启动机
器，纸板损耗小。（选装）
瓦楞辊、压力辊加载采用了气动控制，具有缓
冲效果，降低机器振动，提高纸板的质量。
……

河北林城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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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B07

东光县东光包装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N2A100

N6B07

飞梭SF-500型抽屉式单面机

功能介绍：
A. 正压式卡匣快速换辊单面机，设计速度：
350MPM，生产速度：300MPM。
B. 无齿轮传动箱，高速时减少震动和噪音，免

整机采用卡匣模块式设计，满足市场对楞型
多元化的要求。快速换辊20分钟，PLC程序控
制，人机界面，操作安全方便。

N5C60
安徽天翔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正压式单面瓦楞纸机 (SF-300Q)

SF-MW10卡匣单面机

东光包装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中国包装总
公司河北公司东光包装机械总厂转制而成的新
型股份制企业，至今已有20多年发展历程，公
司专业致力于三层、五层、七层瓦楞纸板生产
线的研发与制造。产品行销全国并出口到俄罗
斯、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LUM-A/B/C 瓦楞纸板生产线是由卷筒原纸经过
压制瓦楞、上胶、烘干、冷却定型、分切压
痕、横切成规格纸板，最后经输送堆码等工
序，生产出合格的纸板成品，实现了高速高效
的流水作业，公司生产的高、中、低档三、
五、七层瓦楞纸板生产线，生产宽度从14002200mm,生产速度从60米-200米/分，由用户
按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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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青岛万维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N2B01

青岛开拓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瓦楞纸板横切及纵切压线设备

N5D80

全自动预压零压型薄刀纵切压线机

N4C10

自动瓦线干部设备

浩盛达

单面瓦楞纸板生产线全自动干部设备

数控智能纵切压线修边机N.C Slitter scorer
ZC35-2500

由全自动双工位薄刀纵切机、全自动螺旋刀
横切机、全自动小吊篮堆码机三台独立单机
设备组成，由主控PLC通过工业控制总线集
中监控管理，实现对单面瓦楞纸板的恒张力
同步输送、合金钢薄刀纵切、螺旋刀横切、
吊篮堆码、快速排单、不降速自动换单，以
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纸板质量、减少换单浪
费、节省人力。

功能介绍：
(A)全伺服控制排刀线;
(B)上刀切纸机构；
(C)配置压痕形式，尖对平辊，尖对凹轮，尖
对尖轮，最小压线距离70mm;
(D)一机双台可实现零压线；
(E)选配耳刀结构；

单面机

江阴市创联机械有限公司

E6B22

功能介绍：
纵切刀、压线轮排单独立永磁同步伺服控制，
排单快速、精确、可靠；
永磁同步伺服电机、伺服控制纵切、压线速
度，跟随纸板速度同步调整；
前后两组压线轮配置，每组压线轮前后两排配
置，前排做预压、平压，后排做凹压、凸压；
前排压线轮做预压轮，先预压后凹压，提高纸
板压线质量、防止压爆线；
前排压线轮做平压轮，下压线轮为带动力光
辊，提高纸板平压线质量，满足纸板满版印刷
要求；
前后两组压线轮可任意组合，实现零压线；
换单时压线方式自动转换、压线间隙永磁同步
伺服控制自动调整；

N5C01
自动螺旋刀横切机

单瓦纵横切纸机
单机瓦楞机SF20

沧州天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高速单面瓦楞纸板生产线
功能介绍：
·由液压无轴纸架、预热器、单面瓦楞机、天
桥、电脑纵横切和全自动吊篮堆码机等组
成。
·实现整线同步调速、快速换单、自动点数分
垛。
·生产效率高，自动化程度高，提高纸板质
量，节约人力成本。
·整条瓦线针对单面瓦楞纸板挺度差、易卷曲
变形、不易收纸整齐的问题，优化配置，纸
板平整，输送顺畅，收纸整齐。
·降低劳动强度，减少操作人员，仅需要6人操
作。
·采用人机界面操作，自动换单，自动计数分
垛。
·碳化钨瓦楞辊，使用寿命长，纸板强度好。
·整条线生产自动化程度高，停机次数少，废
品率低。
·可以与生产管理系统接口，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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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A160

技术参数
瓦楞辊直径（上辊）
%c320mm

电机功率 22KW-30KW

瓦楞辊直径（下辊）
%c340mm

机械速度 200m/min

上浆辊直径 %c246mm

热源 蒸汽

控浆辊直径 %c150mm

光压辊直径 %c320mm

有效幅宽 1600mm
1800mm 2000mm

双驱螺旋横切机 N.C Helical Cross Cutter
HC35C
1.模块化结构设计；
2.进口电机及控制系统；
3.双驱裁切系统
4.裁切精度±1mm；
5.切长/速度 :
500mm 120m/min
600mm 170m/min
700mm 220m/min
900mm 300m/min

青岛开拓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功能介绍：
框架式结构、模块化设计，精密加工、精密装
配，设备长期稳定运行；
合金钢薄壁螺旋刀轴、精密滚针轴承支撑，低
惯量、高刚度；
合金钢精密齿轮传动，合金钢锯齿螺旋刀横
切，切纸平稳、整齐、精确；
永磁同步伺服电机、伺服控制横切，横切精度
高、效率高；
高强进纸平带、双包胶带压纸辊，永磁同步伺
服电机、伺服控制平稳进纸输送；
高强出纸平带、双太阳轮压纸辊，永磁同步伺
服电机、伺服控制平稳出纸输送；
自动换单、自动插单切除换单接头；

杭州佳鹏电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精简，稳定性高。
四 . 短纸板裁切速度高，500mm 裁切速度可达
150 米 / 分。

台湾永进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全伺服计算机薄刀纵切压线机
功能介绍：
1. 整机台湾制造，组装测试，保证机械结构精
度及组装稳定性。
2. 采用精密滚珠螺杆搭配独立伺服电机定位控
制，搭配精密线性轴承，定位迅速，动作稳
定。精密滚珠螺杆机构，定位精准度为0.2
mm，相较齿轮齿排机构的0.5~1mm，完全
消除了机构上的间隙及累积误差问题，保证
换单时的定位精度，无需人为量测微调。
3. 刀轮配有独立磨刀系统与注油系统，自动依
使用长度磨刀润滑。
4. 四种压线型式选择 : 尖-平，尖-凹，尖-尖，
尖-偏。
5. 最短排刀时间算法，换单时依订单自动寻找
最适合刀、线轮，最短时间排单。

麒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4D80

N5D110
NC横切机自动控制系统

N5D80

单面机
AC 伺服电脑螺旋式横切机

功能介绍：
低噪音设计
具备车速，设定长，实切长，累计裁切长度显
示，实时监控裁切误差
采用变频软件控制器集中控制，主控箱内无IC
板，使用操作简单，容易维护
预留预印功能接口，可随时升级预印系统功能
双侧米轮设计，精准度高，实际误差±0.5mm
换单时具备自动切一张废纸功能，换单切废尺
寸为600-800mm，减少损耗

功能介绍：
一 . 采用双驱控制，运作平稳，精度高。
二 . 采用刀筒式结构运行速度更快，剪切精度
更高。
三 . 驱动系统集成化程度高，无外置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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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广东万联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万维瓦线干部设备为重型全自动高速配置，结
合瓦线生管系统和ERP系统，完全满足现代化
高速瓦楞纸板生产。
万维的干部设备经过发展和成熟，已形成速
度为250米/分的N系列和速度为350米/分的M
系列。产品包括轮转切废机（NRS）、纸边切
断机（NSC）、纵切压线机（NSS/MSS）、电
脑横切机（NCO/MCO）、吊篮堆码机（NDS/
MDS）、龙门堆码机（NUS/MUS）、SPS生产
管理系统，以及ERP企业管理系统。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上海汉铁机械有限公司

N4D85

东莞安第斯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内德（上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N1D102

N6A55

接纸机
N5B26

全自动薄刀分切点数机
分纸压线机伺服控制系统
功能介绍：
伺服分纸机排刀定位时间只需3秒，排刀定位
准确，误差仅为±0.5mm
刀和綫自动校正，无须微调，输单后可预览各
机台之排刀状况
停电时自动记录刀和綫位置。避免机台因停电
后刀綫位置走位
荧幕以图面显示刀与綫的剖数，剖宽，压线尺
寸及綫轮别
观看各机台单一订单状况，如：排刀中，已准
备，运转中
可同时观看各机台订单的设定值，目前值及误
差值
可单独设定每把刀自动磨刀米数及喷油米数
开机后，IC板自动测试通讯，操作简单，方便
保养维护

东莞佳艺机械有限公司

多功能切断机
上海汉铁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地处上
海市金山区张江高科枫泾园区，专业从事瓦楞
纸板生产线之干部设备的设计、研发和生产，
公司产品有全自动电脑纵切机、全伺服双驱横
切机和伺服控制高速堆码机。

高速全伺服（带预压）电脑薄刀纵切压痕机及
干部系统
功能介绍：
内德电脑薄刀纵切压痕机排单时间已经达到1
秒，有些功能上更加适合中国市场需求。区别
于传统的技术理念，内德电脑薄刀纵切压痕机
已解决以下五个问题，1、尺寸不准，容易造
成客户退货；2、压痕间隙控制粗放，只有3、
5、7层几种规格；3、容易爆线；4、智能化程
度不高；5、存在安全性隐患等不足问题。

长纵机械有限公司

伺服薄刀纵切压痕机

功能介绍：
①机械速度：200m/min，250m/min。
②可存储999组订单，实现不停机自动换单或
手动换单。
③换单快，2秒，两机并用可实现不降速立即
换单。
④自动跟踪生产线速度，确保与其同步，可与
生产管理系统连线，兼容性强。
⑤三种压线形式可电动转换，压线轮深浅可用
电脑自动控制，线型好，易于折弯。
⑥采用薄型钨钢合金刀片，刀锋锋利，使用寿
命大于800万米。
⑦磨刀为电脑控制自动或手动磨刀，可边分切
边磨刀，提高生产效率。
⑧采用进口同步带动装置，精度准，寿命长，
运行噪音低。
⑨整机采用伺服，PLC控制，定位准确，操作
画面简单易学。

功能介绍：
1. 高品质的进口工业计算机和高性能的可编程
控制器构成上、下位机计算控制系统。
2. 能储存999组订单，可不停机自动换单或手
动换单。
3. 高精密的进口直线导轨，高精度滚珠丝杠传
动副，确保分切、压线机械定位精度0.5毫
米。
4. 换单快，换单时间1~3秒，双机并用时，实
现0秒换单，换单浪费少速度快。
5. 采用薄型钨钢合金刀，刀锋锋利，使用寿命
大于800万米。
……

青岛盛川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KT-AS-350型电脑薄刀纵切压痕机

功能介绍：
1. 纸速300米/分型
2. 纸速200米/分型

东莞明佳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N5B45

E6C130

功能介绍：
SP-08型高性能自动接纸机系双头自动接纸
机，采用台湾原装控制系统，使用寿命长、
高灵活性，可适应国内外所有原纸的克重80g/
m2-400g/m2,具有残缺断纸自动接纸功能，人
性化操作设计。

功能介绍：
瓦楞纸板的分切

广东佛山枫源集团
台湾永进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N4C20

N3A105

N5D155

全自动螺旋刀切断机

功能介绍：
该机作为瓦线干部后道辅助设备，采用了全电
脑控制，快速自动换单，能快速完成小批量多
规格订单的生产，实现了对纸板准确位置的压
线和高质量的裁切，从降低了瓦线生产小批量
订单时产生的浪费，同时保证了瓦线的高产和
质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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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U.CE 型高性能接纸机

SP-08型高性能自动接纸机

伺服薄刀纵切压痕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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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C100

东光县鑫泽纸箱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1A90

NC电脑配线单丝杠薄刀纵切压线机（0压线伺
服驱动）

功能介绍：
低能耗，单成双马达驱动控制
超长使用寿命，超锋利全钢锯齿形刀片
快速整体移出的前缘双驱送纸系统，使得调刀
非常方便
特殊纠偏设计
最高裁切速度400m/min
切纸精度±1mm
切纸范围450mm-9999mm

N3D01

南通开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N5D40

JY-HQS400 高速螺旋横切机

青岛盛中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功能介绍：
作为瓦线干部后道设备，用于批量瓦楞纸板
的分切、(或压痕)、点数、堆码 ,采用了全电脑
控制，快速自动换单，自动送纸，自动计数
排出。 最小过纸长度可达到280mm，尤其适
合分切衬板和瓦线横切机不能裁切的短纸板
（500mm长度以下）。

功能介绍：
1. AC交流伺服电机驱动，使用高性能AC伺服
驱动器控制，可以准确的实现即时断纸的
功能。
2. 切刀按螺旋刀横切机的要求设计，剪切力量
平顺，切口利索。
3. 自动向下排废装置，切断废纸自动向下排
出。
4. 可联机生管系统，实现由糊机入口控制的远
程切废功能，准确切除废纸，减少贴合不良
时的切断浪废

高速伺服双驱横切机

伺服全自动接纸机

功能介绍：
1.高强齿轮和墙板
2.高精密刀轴，刀架，裁切十分平稳。
3.最高车速400M/MIN
5.节能省电，单驱或双驱马达控制

功能介绍：
安全性高，伺服传动避免“夹人”；
高精准度，高速接纸不出现料瓦；
全自动刹车，无需调节刹车气压；
接纸成功率高达99.8%；
双头设计，原纸张力恒定；
残卷接纸功能，避免接头或破边的情况下断纸
停机；
维护简单、备纸牢靠、节能性强。

上海大爵自动化销售中心

E6B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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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中山市锋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制糊系统

接纸机

N4A90

成都创芯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N3D190

创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N4A01

胜科临富机械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N5A70

纸板线整线控制及纠偏
莱默尔（浙江）自动化控制
技术有限公司

N5B30

全自动制浆糊系统
XHSS-QE型全自动制胶系统

上海弘迈机械有限公司

N4A02

Glue Kitchen 制胶机
功能介绍：
全新高剪切设计
Allen-Bradley 彩色视屏，人机界面友好
Allen-Bradley PLC及备用PLC
全自动电脑控制，物料自动称重添加
搅拌时间快而精准
小批量生产确保胶水新鲜度
后续稀释液碱的添加使糊化温度更低
远程控制
粘度控制
完善的配方管理,提供多配方储存
完善的智能报表管理, 准确控制生产成本

第V代 FUMA HV高速自动接纸机
功能介绍：
最高400mpm的接纸速度
零纸尾
数字式自动张力控制系统
低克重接纸功能

功能介绍：
全系统免维护设计，保证长时间平稳运行
整机采用不锈钢材料制作
具备两步法和一步法制胶模式
特有的Quick Save（快速挽救）功能，避免制
胶程中粘度意外升高情况发生
采用专利设计的风力输送系统，淀粉上料速度
快，分散彻底
特有碱液管路自动清空功能，防止管道结晶
堵塞
备有粉状和液体化学添加剂的储送系统，适合
高速瓦线和特殊纸板生产需求

江西华宇科技有限公司

功能介绍：
本系统高度自动化的设计，无需专人制胶，可
以实现制胶和用胶过程的全自动控制功能。从
胶水的需求，制作，传送到位由电脑全过程控
制，实现制胶和用胶流程的无人值守。

江西辰鑫科技有限公司

N5B55

全自动制糊机A3系列
功能介绍：
CREATOR-A3系列产品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智能
化自动制糊机,采用日本三菱PLC、高精度秤重
传感器及搭配进口10.1吋彩屏的触摸接口,全程
自动化控制及在线式黏度量测技术，保证每批
量胶水配比的准确性及黏度的稳定性,所有的
生产数据均记录于储存卡内,纪录经独家设计
的报表编程便可轻易统计各月各物料的用量,
轻松完成协助仓管库存清点，并有完善的异常
警报系统能有效快速的排除异常及胶水制程因
异常排除完成后于中断处接续生产的强大功
能…另有诸多高智能化设计, 令CREATOR-A3系
列产品优点完美体现。

N2A90
成都市澳锐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椿桦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N1D73

N3A15
全自动制胶系统

广东博菱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N6B21

全自动（无载体）制胶机

自动制糊系统
自动接纸机
功能介绍：
*采用最新接纸技术，可与生产管理系统连
接，实现自动接纸卷纸
*通过简约设计同时提供精准及可靠接纸，减
少停机时间
*采用伺服电机张力控制，保证更稳定的纸幅
张力，高度适合性，适用于所有类型原纸
*备纸快速、简单、人性化操作
*穿纸方便，操作人员不要进到机器里面即可
完成首次穿纸动作，避免操作人员受到安全
隐患
*自动接纸卷纸，提高自动化接纸准备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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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1. 高速均质技术，极细致的淀粉分散，更优异
的接着强度，更低的淀粉使用量。
2. 自动黏度侦测控制技术，绝佳的淀粉糊稳定
性及一致性。
3. 弹性制糊流程技术，全糊化及半糊化淀粉粒
子的完美比例。
4. 回收水利用，更环保及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功能介绍：
1. 胶水制作过程全自动化控制，可以完全避免
因人为因素造成胶水质量的不稳定性。
2. 多组配方可设定，可根据不同的季节和不同
的环境设定不同的配方。
3. 可根据原材料的变化，自动调整工艺，从而
确保胶水的粘度。
4. 根据不同的流水线，自动选择准确的配方，
以适应不同的需求。
5. 制胶和用胶过程由机器自动完成，大大降低
了工作强度，不需要专业人员制胶。
……

功能介绍：
该全自动制胶系统全程自动化控制，可根据工
艺、原材料以及天气的变化自动修正配方；实
现淀粉污水回收利用；达到零排放标准；具有
在线粘度测试系统；各种原材料自动汇总生成
EXCEL文档,可选配远程维护与操作功能；该设
备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各大中小型瓦楞纸板生产
厂家。

东莞市太诠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N5D45

全制动制胶机

纵切稳定及预印线循线导正系统
功能介绍：
其主要功能在于稳定纸板离开双面机后的偏摆
现象、并进行预印线对线或棕板的对边对齐，
以帮助纵切刀进行准确切边及减少瓦楞纸裁切
浪费。藉由感应瓦楞纸边缘或是预印线侦测纸
板位置后，先经由稳定机台稳定偏摆的纸板，
并移动修边压线机中的机台或控压单位来矫正
切刀位置，达到准确的最小纸边或直线性的切
边。持续的降低修边宽度可减少纸张浪费，并
可有效利用预印纸幅宽度，最大减少纸张成本
及利用率。

翱盟湃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N5A173
全自动制胶机
功能介绍：
1. 高度自动化设计，全自动制胶，无需专人值守
2. 采用德国进口粘度测试仪，精准、实时粘度
测试
3. 人性化设计，一步制胶和两步制胶一键切换
4. 各个罐体均采用304不锈钢
5. 可以生管，ERP连接
6. 可精确计算每个机台胶水胶量，轻松控制成本

全自动制胶机
功能介绍：
OM Partners是世界领先的从事供应链软件设计、
开发和管理咨询服务的专业性公司，致力于为
客户打造专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在包装行业，
公司有一套行业特定化的供应链解决方案，OMP
包装行业高级计划系统。该系统能够为生产企
业提供全面而深入的生产计划和控制解决方案，
帮助企业在实现整体成本最低的同事，缩短订
单周期，并确保交单的可靠性。
在纸包装行业，我们与美国乔治亚 - 太平洋公
司 (Georgia-Pacific)、 国 际 纸 业 (International
Paper)、盟迪包装 (Mondi Packaging)、司墨飞 •
卡帕集团 (Smurfit Kappa Group)、VPK 包装集
团 (VPK Packaging Group) 等公司建立了长期合
作的关系。 在中国，我们也已经和几家大型
的包装企业、集团合作，帮助他们实现真正意
义的“智能化包装厂”。

功能介绍：
1. 一步法粘度控制误差精度达1S以内；
2. 添加物料零误差控制；
3. 宽范围的动态粘度测定6.5S-99.0S；
4. 被检动态粘度快速15秒内数据反馈一次；
5. 具有温度曲线补偿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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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功能介绍：
生产中，当一卷原纸用完时，把另一卷已准备
的原纸，并穿纸到相应的接纸头上，然后将纸
裁切整齐，并在裁整齐的纸处粘贴双面胶，并
将准备的纸在接纸头中定位。接纸小车移动到
接纸位置。当接纸时，正在运行的纸被停止，
切断，通过双面胶与准备的纸连接起来。此时
双缓冲辘朝出纸侧运动，将存储的纸根据需要
提供给单面机。

广州小华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瑞史博（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N5B25

Renova

N5A135

东莞市蓄量软件有限公司

瓦楞纸板机生产管理系统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N1C06

东莞市大朗宏鹄机械厂

N5D145

绍兴市高得软件有限公司

博力瓦楞辊制造（常州）有限公司 N4B10

N1A130

天桥自动纠偏机
功能介绍：
导正精度：+/-1mm面纸断纸检测：实时
检测方式：全幅宽框架式红外传感器
导正机构：导向轮 纠偏长度：5-8M

气动制动刹车器
HP型气动制动器
功能介绍：
在生产过程中与换卷时，降低损耗并避免停
机时间过长，正确控制纸板张力。HP型气动
制动器与创新的EXtreme型制动器能够实现稳
定、精确制动，并提高高速放卷时的转矩。

Turborex-拥有专利的多盘制动器设计，并配置
两台风扇。 Turborex是环保型制动器的先驱，
可提高放卷效率，同时确保备件的最高性能和
最低维护要求。

周边加热辊

深圳市海任科技有限公司

N4D155

生管系统

卡达电脑有限公司

功能介绍：
ERP系统、机台生管系统、机器设备三者无缝
对接，自动智能排单、排产、排程，节省人工

N5C20
G5-PIMS双刀排程系统
G5-PIMS瓦机双刀排程系统，为行业首创，曾
列入2003第一批全国电子信息推广应用计划项
目，和浙江省软件产业发展计划项目。排程速
度快，拼单率高，换纸率低，运行稳定，在提
高生产线产能，优化生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河北西旺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欧瑞传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此次展览主题：真正的周边加热瓦楞辊时
代，源于德国技术，博力针对中国市场推出
最新研发的周边加热瓦楞辊。其周边加热技
术相比其他传统加热型瓦楞辊拥有众多优
势：高效率，高适配性，低损耗，低能耗，
低维护性。广泛用于目前市场需求的高效节
能、及多品种小批量订单结构，帮助客户更
好的生产高质量纸板。

N2D63
MYJP系列纠偏光幕

上海大松瓦楞辊有限公司

N5A36

功能介绍：
主要用于精度纠偏和对中的检测和测量。
高精度的MYJP系列纠偏光幕适用于高精度的
检测和测量。包括精度纠偏、在线纠偏，在线
对中等类似的检测和测量。

N6A07

视觉智能检测修正控制系统
功能介绍：
*视觉扫描刀线位置
*可与系统连接自动更正
*可输出警报提示操作人员
*扫描速度快又准，代替人工
张力控制器

周边加热瓦楞辊

功能介绍：
在瓦楞设备生产过程中，为减少浪费，并避免
停机时间过长，必须对材料张力进行检测，并
确保张力的稳定与精确。RE张力系统常安装于
天桥出口处进行精确张力控制。T-ONE张力控
制器中配置标准应用软件，结合CF法兰式或CK
通轴式张力传感器所精确测得的作用于材料表
面的张力，从而决定输入COMBIFLEX气动制动
器的实际气体量，以此保证张力的恒定。操作
人员可通过集成电/气柜EP25上T-ONE控制器的
操作面板来方便地设定所需张力。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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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宇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N1A131

同步电机
功能介绍：
湿部控制部份
本产品属于低速、大扭矩同步永磁电机，可实
现电机直接驱动，能够满足工业驱动控制的精
密需求，具有体积小，扭矩大，功率大、控制
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等特性。可广泛应用于中
低速条件下高精度自动化控制领域。本公司可
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满足客户工况的低速
非标同步电机、选配编码器及驱动设备。并提
供个性化的研发，配套、安装、改造的技术解
决方案。

SD20-E总线型伺服系统

配置于欧美高端瓦线
5分钟预热时间，特别适合快速换辊
没有香蕉变形，没有冷凝水
节省10% 单面机蒸汽损耗
快速热能补偿，纸板预热充分提高品质
快速热能补偿，提高平均车速
提高25% 瓦楞辊使用寿命

功能介绍：
SD20-E系列产品是欧瑞传动最新开发的一款高
性能总线型伺服驱动器。具有1.2kHz的响应频
率，满足大部分客户的需求，同时支持全闭
环、多段位置、支持增益切换、中断定长等
功能，丰富的功能满足了客户现场的使用。
针对专用场合，该系列产品还集成了PLC功
能，客户可通过代码做简易的编程；支持内置
EtherCAT、CANopen总线功能，可以更好的适
应工业场合。

瓦楞采购指南

041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功能介绍：
湿部控制部份
1. 同步走车；2. 自动接纸；3. 天桥控制
利用喷墨技术：这是目前欧美大厂使用的最精
确计算技术。它是利用在芯纸上喷墨记，然后
在天桥导纸器附近感应墨记，从喷墨到侦墨完
成全部由电脑自动追踪计算，所以准确度可以
控制在2米之内。

瓦楞辊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东莞上艺喷钨科技有限公司

N5C20

台州市路桥泰工机械有限公司

N5C01

整线温控、瓦线改造及设备配件

昆山禾晟能源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管接头

原禄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台湾汉钛企业有限公司/苏州晋汉贸易有限
公司/日本特绢工业株式会社
N5D05

第五代智能节能温控系统
第五代智能节能温控系统是公司最主要的一款
产品，它具有蒸汽节能率高、智能化程度高、
操作简便等特点，尤其是实现全线无疏水阀疏
水，彻底颠覆了以往的传统疏水模式。

N5C15
广东勤善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N5D115

碳化钨瓦楞轮

青岛美嘉瓦楞辊有限公司

浙江永暉瓦楞辊有限公司

N5C60

碳化钨瓦楞辊
功能介绍：
坚固、耐磨、经济、高性能瓦楞辊.美国普莱克
斯JP8000HVOF碳化钨喷涂设备，普莱克斯1342
超硬碳化钨粉末，使用寿命3000万长米
碳化钨瓦愣辊
1. 涂层与基材结合牢固,可保证涂层长期使用而
不脱落；
2. 涂层硬度高，耐磨性成倍增加,寿命呈直线性
延长；
3. 涂层厚度均匀且可控制,即愣轮精度可保证；
4. 涂层处理后，经特殊抛光工艺，表面粗糙度
即可达到Ra0.4~0.6，完全可满足高速机生产
需要；
5. 配合UV型和UVV型的愣型设计，可有效提高
纸板的硬度, 减少吃煳量及芯纸的浪费；

第三代喷雾调质系统
功能介绍：
1. 该系统可跟踪车速、纸质、幅宽、自动调整
喷雾量大小，并可以同生管联线实现自动化
控制。
2. 系统设置正向曲线运行模式，逆向曲线运行
模式。
3. 每种模式可设多种参数，方便调节纸板的翘
曲和预防爆线问题。
4. 通过互联网可实现远程监控。
5. 可对纸板补充1%-3%的水份。
6. 喷雾的开启、关闭时间可随意设定。

上海优力克自动化元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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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S型旋转接头

功能介绍：
1. “智能供汽系统”可以实现整线各用汽点温度
的自由精准调控，更合理的分配与利用热
能，适应不同生产工艺需求（同时可以避免
纸材过度烘烤及减少热能的浪费）。
2. 根据不同的供汽系统,搭配「梯级供汽」或
「闪蒸汽利用」的设计，可以使能源得到更
合理的利用。
3. 热板分段供汽、调压，集成式疏水设计，适
应三、五层纸板转换操作要求。
4. 对整线配管工艺、供汽、计量、疏水等进行
全面的梳理，针对不合理的设计或现况，进
行重新设计或调整（对疏水阀组进行精准的
选型与安装，新增防积水快速排放装置，提
升整线的基础性能）。

功能介绍：
1. 正球面密封设计
2. 标准石墨或浸锑石墨密封材料
3. 双无油轴承支撑
4. 支撑间距最大化
5. 延长密封寿命，提高可靠性
6. 易于更换
7. 旋转式或固定式虹吸器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5D01

N3C07

功能介绍：
1. 完全、持续而立即地排放凝结水，使温度无
时不刻的保持在最佳状态，提供完美的传热
效果
2. 能将管内无法凝结的气体完全排除
3. 没有活动的零件
4. 在极冷之地区由于凝结水可持续排放，因此
不会有传统疏水阀所发生之冻结现象; 又由
于体积小，比传统疏水阀散热少，能源消耗
也因此降低。
5. 消除所有因传统式疏水阀所引起之“水捶”现
象
6. 比传统蒸汽疏水阀更适合于密闭式凝结水
(温度/压力)回收系统
7. 在生产过程中可以很容易检查或更换而不影
响生产
8. 减少维修费用与零件准备成本
9. 节省能源20-50%或更高

旋转接头
功能介绍：
虹吸器又称内管，采用虹吸原理，将辊筒内无
用的冷凝水、导热油等介质排出的一种装置，
具有虹吸间隙小、整体结构简便，便于拆卸和
安装、不锈钢管、不锈钢弹簧，使用寿命长、
转动扭距小，虹吸器所承受的冲击力较小、耐
腐蚀，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咸阳超越离合器有限公司

N3D195

瓦线智能温控系统
功能介绍：
①智能控制
②精准控温
③自动运作
④自动监测
⑤数据存储
CK-X

气缸

瓦楞采购指南

纸板生产线--全方位热能管理系统

高温凝结水回收设备及温度控制系统 /
适温适压智能型全自动PLC温度控制系统

质量稳定、使用寿命较长

功能介绍：
优质的50CrMo合金钢精锻件，先进的热处理工
艺，淬火硬度HRC>58，精密机床多层加工，硬
铬镀层0.06-0.08mm，寿命>800万长米

N5B05

宁波雷耀煜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N5A95

镀铬瓦楞辊

江苏腾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5A150

碳化钨瓦楞辊
功能介绍：
公司专业制造碳化钨瓦楞辊，瓦楞辊是纸板生
产线的关键核心设备，碳化钨瓦楞辊相比传统
瓦楞辊更加耐磨，更加稳定，更加长寿，目前
已经作为纸板生产厂家优先选择，被广泛使用
于纸板生产线中。

N5C103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东莞市鼎邦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功能介绍：
CK-X型单向离合器由楔块、内环保持架、波形
弹簧片和阻力元件构成。与其它超越离合器相
比，该型离合器在内外保持架的作用下，楔块
的同步性好，早较小的空间内可以传递较大的
扭矩，技术性能优越。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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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永元电机（苏州）有限公司

N5A147

贝克牌气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N5A160

深圳市翰良机械有限公司

N5D07

瓦楞纸板输送带

用高等级永久磁石，效率高。采用H级绝缘材
料，安全耐用，寿命长
三相感应电动机 该电机采用IEC指定之国际标
准尺寸，具有国际互换性；由于转部惯性小，
加速转矩大，启动、停止时间短，对于启动、
停止频繁之机器可提高其工作效率；

苏州联发电机有限公司

N5A147

VT4.25
功能介绍：
单轴直接驱动的简单设计制造出的泵动力强
劲、功效持久，并且维护成本和运行成本都很
低。这些泵完全无油运行；各个泵室由长使用
寿命的叶片分隔。这些泵配有集成进气过滤器
和控制阀，可以毫无问题地安装其它配件。集
成的排气送气冷却器（压缩机）保证极低的送
气温度。紧凑的保护盖确保低噪音并可确保散
热。还有防腐型装置可供选择，使之适合抽吸
潮湿空气。

功能介绍：
公司设计生产的HLQ型系列瓦楞纸板线环保隔
音房，采用多重高密度复合隔音、吸音材料，
能有效降低瓦楞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和
环境温度。降低噪音20～30db，降低环境温度
3～7°
C

BOWOO CO.,LTD.

N5B06

广州市昌峰包装器材有限公司

N5B65

沈阳富丽工业用带有限公司

N5A12

采用维美德先进的质量控制解决方案，可以使
瓦楞纸板的质量以及瓦楞纸板机的生产性能得
到显著改善。Valmet IQ Moisturizer加湿器通过
改善压光机处水份横向分布及表面性能，可实
现简单、快速地纸板卷取控制; Valmet IQ蒸汽
箱降低翘曲度，提供胶液渗透和结合力，通过
增加挂面层低压、过热蒸汽的通入量，提高纸
机的运行车; 从单面机到双面机，有效的水份
控制和温度控制。Valmet IQ Measurements 检
测系列产品，用于在线质量检测，如水份传感
器，检测和控制水份分布;厚度检测，用于实
时复合瓦楞纸板厚度的测量; 在线检测，用于
检测纸幅温度以及其他质量性能

米伦松工业用带（上海）有限公司 N5B35
东莞市宏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新材高速带

沈阳宇博工业用带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3B01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Valmet

瓦楞纸板线隔音房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N1C40

法国布利克输送带

N2C114

功能介绍：
传统编织带，每平方米拥有高编织密度及重
量，这可以均匀的压纸板。使用不同的聚酯纤
维编织可以得到更好的透气性。编织方式，耐
高温及耐磨加强边处理在生产过程中可以体验
的更好的效果。
小型齿轮减速机--YGS 卧式标准减速电机
功能介绍：
减速机全新设计，结构设计更新颖，箱体强度
更加坚固全机种采用润滑脂润滑，减速机安装
方向可以自由选择全机种接线盒接线标准化，
接线盒安装位置更自由润滑脂的防拽漏措施，
使用寿命长刹车制动定位系统佳

奥伯尼国际(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鼓风机

上海七洋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N5A53

N5B03

AQUA PULL AE

江西精龙机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N1A134

EIA工业无水空调
功能介绍：
防尘滤网插拔设计，更换方便快捷
具有滤网脏堵报警功能
专业冷凝水处理设计，高效解决冷凝水排放
问题
RS485接口，支持MODBUS协议通信
具有来电自启功能，并提供多种告警及保护
功能
LCD中英文菜单显示，方便设定参数及查看告
警信息
55℃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
标配门禁告警并单独输出

齿轮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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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纸架液压站
用3.7～-7.5KW三相异步电机，带动液压泵以
及多路液压总成转为液压传动方式，实现对纸
卷的夹紧、升降、松开以及同步纠偏，同时确
保纠偏时卷原纸保持水平放卷。可控制液压小
车、翻板、对卷退卷装置、转向卸卷双翻板等
纸卷周转功能。

功能介绍：
由于频繁更换纸板宽幅，特别是采用压板系统
的高速瓦楞机加重了对输送带边缘的负荷及损
耗。输送带时常直接在热板和压板之间运行，
常常导致输送输送带的温度上升40%，输送带
的磨损也相应大幅度增加。为了提高输送带
的抗高温和抗磨损性能，公司发明了一种”铠
装边”, 即将一种芳族聚酰胺编织进输送带里
面，这一层铠装层丝毫不影响输送带的运行性
能和透气性能，编织结构上与其他纤维浑然一
体。这种铠装边的宽度可由客户根据生产的实
际需要来确定。

DURAGUARD系列加强边上带
高速捷迅型棉织带

DD2000系列标准传送带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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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中国·沈阳富盈制带有限公司

N3D10

新疆阿勒泰工业用呢有限责任公司 N2D132

蜂窝-纸浆模塑设备
启东市美迅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市亚联蜂窝机械厂

N1D82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一、高速捷迅型：
幅宽：2200MM—3000MM
符合新型瓦线工艺要求
保证瓦楞机高转速
能耗降低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N1C50

铠装高速静音带
功能介绍：
适应经常变换纸板幅宽的瓦楞机，快速吸
收，散发热气，保证纸板快速干燥，软化点
260℃。

二、高速吸湿型：
幅宽：1600MM—2800MM
适用于超高生产速度瓦线
高吸水性和释放性
微楞纸板生产

全自动蜂窝纸板生产线

瓦楞纸板传送带
功能介绍：
瓦楞纸板传送带是现代高速、高温、高压瓦楞
纸板生产设备的关键部件。

上海达机皮带有限公司

纸护角生产线

阜城县天晟纸管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高速蜂窝纸芯生产线

N3A160

N4A116

加强型高速静音带
功能介绍：
适应平均生产线速300m/min,采用进口钢扣连
接，橡胶填充，表面平整、耐热、牢固、纸板
无压痕

瓦固工业皮带（上海）有限公司

N5D70

无锡市申锡蜂窝机械厂
沈阳中驰纺织工业用带有限公司

纸管机

全自动蜂窝纸芯生产线

纸芯放卷机组

N1D165

上海绿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3D50b

N4D05

棉织带/迅合型

功能介绍：
适用于纸管内径Ø30-200mm;纸管厚度1-15mm
纸管的制作，主机的两地操作功能设计更具人
性化，操作人员在入纸方向和机器操作调整方
向都能方便的控制机器的速度，此功能在机器
生产过程中断纸时能及时减速或停机而减少浪
费。

蜂窝纸芯机
ZJK120G纸护角生产线
高速静音带
功能介绍：
适合各品牌高速瓦楞板生产线

常州市腾马蜂窝机械有限公司

N1D74

护角机
功能介绍：
适用于护角(宽20-100mm;厚度1-8mm;长度509000mm)的加工制作，主机为八组成型，每组
成型装置的压轮深度可通过手动调节气缸来完
成（气缸为可调节型）；压力的大小可根据护
角的厚度通过调压阀来控制，操作方式都极为
简便。

棉织带/迅固

蜂窝纸板生产线

铠装高透气输送带

全自动蜂窝纸芯生产线

功能介绍：
适合经常变换纸板幅宽的瓦楞纸板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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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浙江金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淀粉及添加剂

N1C70

浙江尤尼特商务有限公司

N5D75

临沂成信安泰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N4D70

鹤山市佳龙超翔粤化工有限公司

N4D07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浙江尤尼特商务有限公司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N5D75

高速数控纸护角机
分切机
功能介绍：
适用于各类牛皮纸、茶板纸、草板纸、印花纸
和铜板纸的分切

功能介绍：
1. 标准机配10组护角成型压轮，生产线上可以
直接配带冲口功能，按要求生产出带冲口的
成型纸护角（常用的有90度冲口，90度带扣
冲口，环绕冲口）
2. 护角产品在生产线上出来就可以直接用在包
装上，是一种快速、简便的包装解决方案。
不需要经过二次加工，简化了生产流程，节
省人员，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安全性。
3. 有V型纸护角+纸板+U型三用机。
4. 有U型纸护角（可以带冲口功能）

佛山市必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N1C01

纸管机
功能介绍：
E系列数控纸管机，设计理念简约、紧凑、稳
定
生产用途参考：化纤类用纸管、各种包装复合
罐、各种工业纸芯管
生产螺旋型纸管从涂胶、卷绕、到按要求切割
一次完成

耐水添加剂CF2
功能介绍：
耐水添加剂CF2主要成分为天然坚木单宁，是
一种天然环保的绿色产品。用于纸板胶水中主
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具有超强的粘合功能，增
加纸板粘合强度。二是，具有快干性，同等条
件下可以提高车速。三是具有防潮性，可用于
高湿环境、冷库中的纸箱。

天津市汇昕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N3C09

胶粘剂

瓦楞纸板高强粘合剂

水性粘箱胶系列

功能介绍：
1.提高糊料粘度的稳定；
2.提高车速，增加产量；
3.提高纸板的耐水性；
4.降低胡料机上涂布量；
5.提高纸板的品质；
6.降低废品率、节省成本；
7.防止糊料的腐败

功能介绍：
渗透性强

功能介绍：
黄板箱、牛皮箱、光油箱、覆膜箱、UV箱等
上机，手刷粘合用

郑州繁森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曼科粘合剂制造
有限公司

N1A139

合肥雪公胶粘剂科技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N1D160

N1D78

东莞市长安顺兴五金机械制造厂/东莞市统
顺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N2D50

雪公牌纸管、纸护角专用胶
纸浆模塑高档工业包装生产线
适用行业：食品加工行业、食品供应行业、餐
饮行业。
用途：生产一次性纸浆模塑餐饮具，纸浆模塑
快餐盒，各类餐盘、餐碟、汤碗、肉类托盘，
蔬菜托等。

添加剂

功能介绍：
提高浆糊初粘力；提高瓦线运行效率；提高纸
板强度和平整度；降低能耗成本；不含稳定剂
成份，自带稳定浆糊功效，无论一步制浆法或
两步制浆法，只需添加本产品一种即可，让操
作工艺更简单方便。

高速数控原纸分条机
功能介绍：
数控原纸分条机有单轴收卷和双轴收卷两种
机型。
机械性能： 液压无轴起料，自动对边，自动
吹边，自动纠边，自动调刀定位，自动卸料。
放卷制动方式：有手动液压刹车和全自动张力
控 制 磁粉刹车
备注：单轴分条机和双轴分条机相比，单轴比
双轴操作更方便，自动化程度更高，速度更
快，安全性高。

淀粉改性剂

低温低压胶粉
功能介绍：
1. 显著降低蒸汽的使用量，实现低温恒压生产
的需求。
2. 提高浆糊粘度的稳定性
3. 提高纸板的耐破性能
4. 提高纸板耐水性
5. 降低各机台浆糊涂布量，提高平整度和硬度
6. 降低废品率，控制成本
7. 提高车速，增加产能

功能介绍：
纸管、纸护角专用胶可供各类纸管、纸护角机
械生产使用，取代白乳胶、聚乙烯醇类的各种
纸管、纸护角粘合用胶。用该胶不仅能明显提
高纸管、纸护角的硬度和强度，又能大大降低
成本。

安徽砀山金兄弟实业科技有限公司 N1D76
渗透剂（JXD-A）
功能介绍：
1. 外观白色乳液
2. 粘度：178 秒（26℃）涂 4 杯
3. 固含量：49.5％以上
4. 比重：1.15-0.1（26℃）

聚合树脂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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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淄博海雪胶粘剂科技有限公司

N3D05

横纵切刀具及纸箱模切刀具

东莞市利锋刀具有限公司

N1A136a

成都新利精密刀具

N3D75

CBN砂轮
立方氮化硼（Cubic boron Nitride）又称CBN，
CBN砂轮一般由CBN磨料、结合剂和基体组
成，中间有通孔。CBN砂轮的热稳定性好、金
属元素化学惰性大，因此适宜高钒钢、高速钢
与合金钢等金属材料的加工。

N5C107

硬质合金瓦楞纸纵切圆刀

昆山恒富利刀具有限公司

N2B101

该系列刀片用于国内外单机或者瓦楞纸生产线
上分切瓦楞纸板。

株洲明日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上开槽刀

N1D86

原纸复卷机上下刀
圆压圆模切刀具

四川神工钨钢刀具有限公司

N4A125
广州市桦桠刀具有限公司

N1C02

上开槽刀
本产品用于瓦楞纸箱开槽、打角。针对开专槽
易破口、起毛边、不耐用的缺点，专门研发出
圆角刀口、活动式刀尖、SKH高速钢镶钢、整
体特种金属材料等工艺，使纸箱开槽表面整洁
无毛边、刀具使用寿命长，是生产高端纸箱、
高速机、联动线的最佳选择。

瓦楞线低温低压型淀粉改性剂
功能介绍：
低碳环保，绿色节能

高速螺旋刀

钨钢切割刀具

西安市晶华金刚石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N5A11

瓦楞纸纵切圆刀

技锋精密刀具（马鞍山）有限公司 N5A01a

青岛恒特利刀具有限公司

N2D84

钨钢刀

青岛金达刀具有限公司

瓦楞纸纵切圆刀，用于瓦楞纸生产线上的纵切
环节，产品用最纯的原生碳化钨粉生产加工而
成，保证了刀片的高硬度和高耐磨性。

N3D73
南京利倍机械刀具制造有限公司

N1D20

分纸刀以及修边刀

各类纵切机刀具，硬质合金刀具主要用于瓦楞
纸板线的切割。

纵切刀
造纸，包装，印刷机械刀片
瓦楞平板合金分纸单刀

西安市临潼区英隆超硬材料厂

四联开槽切角机刀

N5B103

高速蜂窝纸板专用胶

开槽刀
高速钢开槽刀具用于瓦楞纸板线的开槽，成
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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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东莞技锋刀具有限公司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昆山久利制刀有限公司/久利刀具（马鞍
山）有限公司
N5C105

高速纸板生产解决方案
螺旋刀
瓦楞纸箱包装流水线切刀

马鞍山市飞利机械刀具有限公司

N1D88

电脑螺旋横切刀

该解决方案对应展商资料截至3月1日，
更多展商详情请至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现场参观……

瓦楞采购指南

052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三菱重工机械系统株式会社

重点解决了印刷成箱过程中
的效率问题，简化了纸箱工
厂内部的管理，使得纸箱企
业按需加工和零库存目标的
实现成为可能，同时使大量
的劳动力从纸箱后道手工加
工繁重的劳动中放出来，减
少纸箱生产过程中对纸箱表
面折痕、污染和变形等质量
缺陷，提高了纸箱的质量水
平。展会现场不仅展示用于
大批量标准开槽型纸箱的纸
箱印刷开槽折叠成箱联动
线，也有适用于绝大部分中
小型纸箱规格联动线。在
2019 中国国际瓦楞展现场，
东方精工、科盛隆、南台、
宝旺、鼎龙、伟鹏、品龙精
工、飓尔、亿锦达、河北胜
利等20 多家企业都将展示先
进的解决方案及多种设备配
置方案。

赛诺威吸附上印式自动高速印刷开槽模切机

N5A60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VOL水性印刷开槽模切糊箱联动线

上海鼎龙机械有限公司

·CNC操控系统，故障显示，生产管控、可远
程维护。
·自动侦测定位系统、快速挂板驱动系统、换
单快捷。
·加宽型吸尘箱、除静电装置、中央集尘，抗
压防护、除尘收集完善。
·各单元设置拉线式安全开关、防护操控安全
性。
·吸附轮箱传输、陶瓷轮面传输轮，集中注油
润滑装置，保障精度寿命。
·传动采用合金钢精密研磨齿轮、喷淋式循环
润滑系统。
·电气元件、传动轴承等采用国际品牌，通过
欧州CE认证

N1A110

N4B50

威利达固定式全自动高速FFG纸箱印刷成型生
产线
·CNC操控系统，故障显示，生产管控、可远
程维护。
·生产中可不停机换版、快速喷洗系统、多订
单生产模式，高效益。
·机组可开/合的 “固定式”机型，设备升级、维
护更方便。
·高精密特殊传动结构、吸附轮箱传输、保障
精度寿命。
·加宽型吸尘箱、除静电装置、中央集尘，抗
压防护、除尘收集完善。
·双座“成型、开槽”，精准导向定规排轮系
统，防爆线，折叠、成型效果佳。
·“上落式”高速叠纸循环收集系统，防护印面擦
花、生产效能高。
·电气元件、传动轴承等采用国际品牌，通过
欧州CE认证。

整线2-3人操作
最短2-6分钟快速换单
印刷机移动机组，真空吸附传送纸板
多种选配，满足订单多样化
适合批量、规则开槽箱的生产
欧洲设计、中国制造、CE认证

HINKO SUPERα–系列固定式全伺服印刷開槽
模切联动线
1. CNC操控系统（智能化控制）;
2. 各单元伺服独立驱动（高效节能）;
3. 2分钟快速换单，15秒快速挂板，可满足每
天换单40-150订单（高效）;
4. 3分钟快速洗墨，低残余墨量330cc（省墨）;
5. 纸板传送采用吸附上下皮带夹纸系统（准确
稳定）;
6. 独特开槽压痕折叠成型结构（箱型美观，行
业之最）

移动式“6+1”型高清全电脑印刷机
1. CNC操控系统（智能化控制）；
2. 环保节能，采用可洗水油墨；
3. 套色精度可达±0.15~±0.3mm；
4. 印版线数可达90-130LPI；
5. 可根据需要增加上光、模切功能

伟鹏机械有限公司

N3C10

高性能全自动水性印刷开槽模切糊箱与打钉机
1. 整机设计结实耐用，更好应对较厚和较大纸
板的加工，适应大批量生产的要求。
2. 换单快，灵活应对小而散订单。
3. 操作快捷简便，初学者易掌握。
4. 动力传输全程采用伺服传动，高效率、低噪
音、易保养。
5. 糊盒机采用双面牙杆调整机构，适用于不同
规格制盒；成型棒配备半自动定位装置使操
作更简易。
6. 糊盒机入纸处采用电动毛刷轮将切角废边强
力清扫，保持车间整洁；通过真空吸附皮
带送纸，皮带磨损小，送纸精确，减少剪
刀叉。
7. 设备左右两侧选配高摩擦进口皮带，确保纸
板不歪斜，每根皮带都带有伺服电机，可单
独调整速度。
8. 采用美国阀科（Valco Melton）喷胶系统，
响应速度快，精度高。
9. 钉头采用欧式摇摆设计，打钉速度快、精度
高、寿命长；钉头配有自润滑系统，润滑时
间及油量可自由设定。
10. 计数堆码采用动力皮带同步输送，无纸箱
堆积，纸箱排出更顺畅；计数堆码可整体
在轨道上左右移动，保证纸箱始终落在机
器中央。
11. 因配备伺服电机/变频高速电机、PLC控制
系统和原装进口元器件，让整机性能保持
长久稳定性。

稳定
前缘送纸、伺服相位、全程真空吸附传送 , 多
排轴错位吸附传送设计更利于纸板稳定输送 :
加强型框架定位装置 , 齿轮直接刚性连接于墙
板 , 纯进口的台湾齿轮和轴承带来高速稳定性 ,
配合整体式网辊提升板保证印刷长期稳定。
精度
双胶辊表面双层覆胶技术 , 低压力输送免除气
动压力的冲击 ; 可多段控制全程真空吸附 , 配
合呈品字错位加密陶瓷轮阵列 , 纸板多点吸附 ;
无跳动整体精密的网辊传动装置 , 全高速时保
证减少网辊抖动 , 配合伺服相位调整提高网点
印刷品质 ; 下调式模切辊压力 , 始终保持纸板
一条线输送带来精度保证。
效率
专利型送纸幅宽自动调整装置和带卡位的印版
锁紧装置 , 配合工业化 4.0 的工控设计 , 无论在
硬件和软件均是操作者高效率的工具。送纸除
尘印刷预烘干独立烘干上光独立烘干模切清废
堆码计数打包 , 一条线自动化生产作业。
……

株洲三新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N1A35

全伺服高精度高清印刷机

广东台一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下印开合式粘箱联动线
下印开合式印刷机，真空吸附传送
适合开槽或模切箱的高效生产
整线3-4操作，节约人工
开槽单元多种选配，适合各类型订单
上模切，选配快速锁版装置，清屑效果佳
独特设计的折叠成型结构，修正纸箱精度
计数推出单元收纸可实现最高25捆/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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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印开合式粘箱联动线GT FFG

下印开合式粘箱联动线HG2 B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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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科盛隆纸箱包装机械
有限公司

N3A35

广东品龙精工有限公司

N3A100

T-FSG上印固定式印刷开槽模切糊箱联动线

GP1224 恒速之星

提供一站式印刷智能解决方案，从上料到打
包，整条生产线一次性完成。
上料
印刷开槽模切
折叠粘箱
打包

品质
源于对机械品质的高度要求 ,PL-GP 系列水性
印刷机的设计、原材料选型、加工、装配、
工业化操控等均超过行业标准。利用全新设
计、品质管理系统 , 全面追踪到每一个细节 ,
交付给客户无论在硬件和软件上都是一台高
品质的设备。

整机采用全伺服控制，全程真空吸附送纸，陶
瓷网纹辊配刮刀结构（可选配独有的双网纹辊
供墨系统），133Lpi的印刷网线，最高150张/
分钟的生产速度下保持±0.25mm的整体套准
精度。主要针对涂布面纸高清印刷也可兼容
挂面、牛卡面纸的普通印刷，一键切换，一机
两用，实现超强的市场适应性。“送纸-除尘-印
刷-红外烘干-上光-紫外加红外烘干-开槽-模切清废-堆积”一次完成的生产流程，可根据客户
需求定制化生产。优良的细节设计可节省更多
的生产材料和人工成本。计算机版权软件及智
能化控制管理一体配合，提高生产效率，减少
损耗。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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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水性印刷开槽模切设备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N4B80

广州台盛纸箱机械有限公司

N1C30

法国施耐德（SCHNEIDER）、台湾台达（DELTA）
等国际知名电器。
· 配 备 10 英 寸 高 清 彩 色 进 口 法 国 施 耐 德
（SCHNEIDER）触摸屏，显示清晰、便于操作，
可存储大容量订单、自动换单。

东莞市久锋纸箱机械有限公司

N1D80

江苏辰光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HL型全电脑上/下印式粘箱联动线

N3D50

烟台丸木机械有限公司

N3C70

HS机型/HD机型搭配折叠粘箱机，可搭配上料
机、自动打包机，实现印刷、开槽、模切、粘
箱和自动打包一体化联动生产。

河北冀星纸箱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N4D90

欧莱特-全自动折叠粘箱生产线
1. 整机采用一体化控制技术，操作快捷。
2. 设置检测跟踪装置，提升成品率
3. 运用智能化纠偏系统，解决剪刀叉现象。
4. 自动票单存储及生产速度跟踪
5. 配工业以太网实施远程管理。

广州市佳研特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3A102

TSG-1全程真空吸附全电脑高速印刷开槽模切机

欧莱宝系列全程吸附水墨印刷开槽摸切机

1. 机传动全程真空吸附印刷更精准更清晰。
2. 整台机器是按照高要求、可靠性功能及安全
性而设计制造。
3. 特别增设电脑远程维护，快速解决设备故
障，提高维修效率，降低维修成本。
4. 选用优质材料及配件，所有传动辊材质均为
优质钢，镀硬铬、表面研磨。
5. 采用进口传动齿轮，传动齿轮加硬，研磨而
成，洛氏硬度 >60 度。
6. 应用免键连接环，减少中心磨损，虚位放
大，保持长期印刷套准。
7. 自动归零，自动复位。
8. 机油自动平衡装置，保持各单元机油同一
水平。
……

1. 整机全程真空吸附输送纸板，传送精度高，
有效保证套印精度及印刷效果；
2. 全电脑操控系统，可储存常用订单，换单更
快捷；故障报警，生产管控、可远程维护。
3. 自动侦测定位系统、快速挂板驱动系统、换
单快捷。
4. 加宽型吸尘箱、除静电装置、中央集尘，除
尘收集完善，抗压防护。
5. 吸附轮箱传输、传动采用合金钢精密研磨齿
轮，使用寿命更长，印刷精度更有保障。
6. 除了集中烘干外每组印刷部都配有小烘干包
装烘干效果更佳。

海德宝-7+1 高清水墨印刷开槽+UV 上光+干燥
+模切机
全自动印刷开槽模切机

上海奔欣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N4A110

伺服免压前缘送纸机构，保护纸板瓦楞不受
破坏
全程吸附传送，刮刀系统，确保高品质的印刷
伺服独立驱动模切组，保证模切精度

海宁市晨阳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6C160

水性印刷开槽模切糊箱钉箱联动线
全自动印刷开槽模切糊钉箱联动线特征：
多功能 ：一机多用，印刷开槽模切后可钉，
可糊，可糊后再钉，上印下折，下印上折均由
客户选择
高效率：十小时生产糊箱：15万只箱，钉箱：
6万只箱。
节省场地：整个生产纸箱过程只占生产场地6
米X35米
节省成本：节省用工成本，整条线只要三人操
作,节省工厂管理成本

天津市永利奇纸品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勇周纸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蚌埠市奥特纸箱机械有限公司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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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长励精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N1A09

N2A100

CLC-Q6全电脑高速水性印刷开槽模切机&糊折
箱联合生产线（吊篮计数排出部）

ZYKM IV 型（固定式）高速全自动印刷开槽模
切自动粘箱捆扎生产线

永利奇高速水性印刷开槽模切粘箱技术联动线
是一套可以从送纸印刷开槽模切粘箱计数一
次成型的只能生产设备，永利奇和韩国世昌
（SECO）联手合作的设备，使用韩国世昌的
图纸，韩国原装配件，韩国高级工程师安装，
采用韩国全套的质检流程。 设备工作速度可
以达到300片每分钟，±0.1mm的剪刀手误
差。设备皮带可自动调整减少燕尾误差，下落
式堆叠计数精准无误差，减少了对纸板的磨损
提高了生产速度。 设备使用VALCO喷胶系统，
整套设备可用一台电脑控制，换单是设备自动
调整，方便了换单，减少了调节时间。

1. 德国伺服前缘送纸系统
2. 所有压力调整均为电动调整，并有自锁功能。
3. 刮刀及陶瓷网纹辊自动高压清洗系统，并配
有刮刀快换装置。
4. 单刀盘电动排刀装置，增加开槽预压，预
压、压线双功能。
5. PLC独立单元控制，不受增加色组影响 。
6. 折叠部下折皮带两侧可分别调速，以对付纸
板折叠后的鱼尾形现象。
7. 整机自动化程度高，主要调整均为数字电动
调整。

N4A120

N2A40

YGF系列高速水性印刷开槽模切粘箱机联动线

升级版BOXMAKER-818B全自动水性印刷开槽
模切折叠糊箱联动线

·按照欧洲理念设计，功能性、安全性更可靠，
并通过欧洲 CE 安全认证。
·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的不停机更换印版功能，
节省挂版排单时间，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全自动生产管理系统，只需在触摸屏中输入
订单的尺寸信息，送纸部、印刷部、开槽部，
模切部自动调整所有间隙，轴向、周向等各
项参数，精确可靠，不需要人工干预。实现
全自动化调整，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全自动生产管理系统中可储存生产订单，自
动换单，换单更快，操作更方便。
·机械最高速度可达 280-300 片 / 分钟。
·变频调节真空吸附风机风量大小，保证不同
规格的纸板的印刷要求。最小过纸长度 350
保证套印精度 ±0.3mm。
·整机轴承采用日本原装进口。
·主要控制电器采用日本松下（PANASONIC）、

博智全自动高速印刷开槽模切机

四色高速印刷开槽机

·整台机器是按照高要求、高速度、高效率、
可靠性及安全性而设计制造。减少操作成本、
简化操作流程，成就人机一体化的设计理念。
·独立操作台。
·自动归零，自动复位。
·所有间隙电动及电脑调整并且显示实际间隙
尺寸数值。
·应用免键连接续环，减少连接间隙，保持长
期印刷套准
·所有滚轴镀铬，增加硬度。
·采用日本 PLC，触摸屏多功能控制。
·全部电器，电子气动元件均采用欧洲标准。
·订单存储。

1. 整机电器及电脑软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品牌，
质量稳定可靠；采用人机界面，电脑订单管
理，操作简单方便，换单更快（可预存999
个订单）
2. 整机轴、辊均采用优质钢，回火调质处理，
研磨加工，高精度电脑动平衡校正，表面镀
硬铬，整机润滑系统采用喷淋式自动润滑。
3. 主机变频控制，启动、运转更平稳、更节能。
4. 整机调整预置位功能，送纸、印刷、开槽、
模切、自动归零，记忆自动复位。
5. 客户可根据需要选择真空吸附，后踢送纸或
前缘送纸。
6. 整机设有限位及超程显示。

高速全自动纸箱生产线
真正实现高速连续生产，完美结合印刷、粘
箱、打捆于一体，减少工人劳动强度，缩小机
器占地面积，提高生产效率

佛山市南海威肯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3D10
全电脑印刷开槽模切糊箱机
纸箱印刷成型连线生产机械

1. 本联线采用独立中控触摸屏显电脑配合各分
部PLC及触摸屏进行自动化操作控制，主要
操控功能采用数据输入式或订单管理式自动
调整，大大节省操作用工及调整用时。
2. 本联线最高速度可达250-300张/分钟，日产
能轻松可达十几万只纸箱，数倍提高生产
效率。
3. 印刷、糊箱实现联机操控，统一订单管理、
调阅订单自动调整系统，真正实现纸箱生产
整合工序、达到全自动高速流水生产线的革
命性突破。
4. 可任意搭配自动上料机及全自动打包机，做
到整线在岗人员编置3-4人，大大节省人工
成本及劳动强度。

东光县仟晟纸箱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省恒誉精工纸箱包装机械
有限公司

N2C10

东光县立飞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2B10

E6C125

LGF—SHW系列固定式全伺服全程吸附上光烘
干摸切机

高速印刷开槽模切粘箱联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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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上海今昌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整机印刷速度（按线 / 小时显示），便于操
作人员在机器不同方向很容易看见机器的运
转速度。
9. 润滑机油自动平衡装置，以保持各单元润滑
机油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10. 电脑控制系统中可储存订单数量能达到
999 条。

沧州振兴包装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主传动马达采用变频控制机器运转速度。主马
达传动皮带传输扭力时规皮带。主传动齿轮工
具钢材质60°HRC硬度热处理。主传动齿轮齿
型表面研磨加工，精度高、耐磨损、齿轮寿命
长。免键式轴环固定主传动齿轮与传动轴。

东光县科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N1D38

东光县华力纸箱机械厂

整机采用一体化控制技术，可一次性完成送
纸、印刷、开槽、模切、折叠粘箱、捆扎功
能，提高包装企业生产效率

沧州巨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N3C06

高速印刷机
整机采用一体化控制技术，可一次性完成送
纸、印刷、开槽、模切、折叠粘箱、捆扎功
能，提高包装企业生产效率

N3A40
东光县鑫田纸箱机械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四色水性油墨印刷开槽模切机

1. 电脑控制可储存常用订单，换单更快，操作
更方便。
2. 特别增设电脑远程维护，快速解决设备故障，
提高维修效率，降低维修成本。
3. 所有传动辊为优质钢，镀硬铬，表面研磨。
4. 墙板为优质钢，经过去内应力处理后再经过
CNC 加工中心加工。
5. 喷漆工艺：零件在喷漆前，经过去锈 -- 磷化 -喷漆 -- 烤漆，可以使油漆起到防锈、表面硬，
油漆更耐用。
6. 整机附警铃；行走时持续响铃警示，确保操
作人员安全。
7. 各单元内设置急停开关，可由内部停止各单
元移动，确保内部操作人员的安全。
8. 整机线架槽下方安装有大屏幕数显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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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B30

N1C35

·整机采用一体化控制技术，印刷、糊箱联
机操控，订单统一管理、调阅，提高生产效
率。
·完善的跟踪检测技术，当粘箱部出现卡纸等
故障时，印刷机会自动停止送纸功能。
·纸板向下折叠方式。
·两侧纠偏皮带分别调速，有效纠正鱼尾现象。
·上堆积方式的计数推出部。
·由三组伺服电机共同构成高速运行下精确计
数、 堆积、输出功能。

东光瑞昌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光县沧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2C02

全自动高速四色水墨印刷开槽模切机
大规格纸箱的专业机器，用于家具，家电大尺
寸纸箱的印刷成型。
节省人力

整线3-5人操作，快速换单；停机时间少，设
备利用率高；纸箱生产线；欧洲设计、中国制
造；适合批量、规则开槽箱的生产。

鑫宇纸箱机械有限公司

·先进吸附前缘送纸系统，操作简单，精度高
·安装七英寸真彩触摸屏，可以预定200组订
单、订单查询、零位订单输入、整机同步归
零、相位自动/手动调整、机器参数管理、抬
落版匀墨手动/自动控制、自动显示生产数量
和生产速度以及设置生产数量。
·所有传动辊材质均为优质钢、镀硬铬，表
面研磨。传动齿轮采用优质合金钢，经热处
理，研磨而成间隙调整采用高精度蜗轮箱自
锁调整、并配有三杆圆盘手柄座，方便快
捷。
·开槽部采用电动控制调整各刀座轴向、纵向
和箱高尺寸
·模切速差补偿系统，凸轮式软辊横向游动
40mm，胶垫磨损均匀，提高胶垫利用率，降
低使用成本。
·应用于3/5/7层瓦楞以及E楞纸板。

N2C30

全自动印刷折叠粘箱联动线

昌昱纸箱机械厂

蚌埠安瑞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N4A120

自动高速四色水性印刷开槽模切机

东光县诺斯派克包装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

E6C226

全程吸附多色印刷上光烘干模切机（全伺服控
制型/分段伺服控制型）

东光县诺斯派克包装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N6B20

N3D70
全程吸附多色印刷上光烘干模切机（全伺服控
制型/分段伺服控制型）

全自动印刷开槽机

淘宝印刷机

N3B105

全自动高速印刷开槽模切机

MS-B系列全电脑印刷开槽模切机

全自动高速印刷开槽模切糊箱联动线（上印、
下折式）

YKW 920 型
前缘式高速水墨瓦楞纸板四色印刷开槽机

沧州蓝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N3D150

N3D30

1. 印刷粘箱一次完成
2. 印刷机间隙调整全部电动及触摸屏控制，省
时精准
3. 粘箱机多压线设计，避免粘箱后出现剪刀口。

沧州朝利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N3C107

高清四色水墨印刷模切机，速度每分钟可以制
作180个纸箱，一次性完成纸板印刷开槽模切
收叠等功能。展会机器网线可达600，可用于
精细印刷品的制作，套色精度可达±0.5MM。
适用于各种规模的纸箱厂工作

全自动下印式印刷粘箱联动线

河北胜利纸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茂盛纸箱机械厂

高清四色水墨印刷模切机

前缘送纸高速印刷开槽模切粘箱打包一体机

1. 德国产伺服电机驱动式免压送纸，不破坏纸
板强度及厚度，不破坏面纸的平整度。保证
印刷效果。
2. 全程吸附免压纸板传输，提高翘曲纸板的印
刷套印精度，避免递纸轮对纸板的碾压破
坏，不需纸边分切，减少纸板浪费。
3. 加长型烘干部，2.4米宽度，提高干燥速度。
4. 水性光油和UV双上光装置，可根据不同要求
选择上光方式。

东莞市煜恒包裝机械有限公司

N2C02

N3C30

全程吸附高清水墨印刷上油开槽模切机

全电脑全程吸附五色上光烘干模切机

沧州欧冠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河北东光县华宇纸箱机械有限公司 E6C190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1. 机器运转稳定，运行速度快，误差小。
2. 售后服务周到，能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3. 性能可靠，换单速度快，操作方便快捷，大
大节省人工和成本。

整台机器严格按照高标准、高效率设计，人
机一体化设计理念，全电脑集中控制。具有
远程维护、故障自检、报警提示等多重保护
功能。

印刷模切开槽

瓦楞采购指南

063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E6C110

高速水性印刷开槽机

江苏零点机械有限公司

纸箱模切设备
上海旭恒精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立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7A01

天津市诚远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N1B130

N4A100

E6B53

LVPSR-水墨印刷烘干开槽模切堆码机
■整机性能/Specification
·全程采用真空吸附输送纸板使纸板精确地输
送，提高套印精度及印刷效果。
·电脑控制可储存常用订单; 换单更快，操作
更方便。
·所有传动辊为优质钢，镀硬铬，表面研磨，
做动平衡实验。
·传动齿轮采用优质钢研磨而成，经热处理洛
氏硬度＞60度。
·整机各单元自动或单独分离，行走时持续响
铃警示，确保操作人员安全。
·各单元内设置急停拉线开关，可在内部停止
各单元移动，确保内部操作人员的安全。

联线解决方案

自动模切机 LS 1050SF

秉承集团30余年的丰富经验以及对国际前后道
配套机械市场的充分了解，旭恒针对瓦楞纸板
自动包装生产线提出了全新的市场解决方案，
以满足日益成熟的周边设备市场的需求。
基于此，旭恒从产品质量、客户期望、资源优
化、生产成本控制等方面对中国市场需求进行
了深入分析。
结论是旭恒的解决方案可以满足生产力、可靠
性及产品质量方面的所有需求。
旭恒的解决方案具有创新性和发展性，客户
可根据特定需求定制初期投资方案，随着生
产规模的增长，还可以进一步改进以适应新
的需求。
经过测试，旭恒的方案足以应对特定市场的不
断变化的需求。旭恒联动生产线，包括全自动
送纸机E-LOAD，全自动分片机E-BREAK和全自
动码垛机E-PAL，可以提高产量，并为操作员
减轻工作量。这条全新的联动线实现了生产过
程的自动化，大大减少了操作人员的数量。

上吸式走纸, 提供卡纸与微楞(0.2 ~ 2mm)的精
准模切

3. 模切部：采用蜗轮曲柄肘杆式高精密度瑞诺
德叼纸牙排传动链。
4. 收纸部：自动纸堆升降台，不停机皮带自动
收纸。
5. 电器部：PLC 程式控制整机运行平稳、安全、
方便。
6. 清废部：中央定位快速清废版锁紧装置及上
框模具装夹系统，按版快捷，操作方便。

MY-1050全自动模切压痕机
是包装装璜工业中纸盒、纸箱或商标的模切、
压痕和冷压凹凸的主要设备。该机采用了具有
现代先进水平的气动离合、气动锁板等结构并
实现了给纸、模切、收纸、计数、人机介面、
检测等多方面的自动化。不停机连续生产，提
高了生产效率。具有操作方便、安全可靠、速
度快、压力大、精度高、质量好等特点。用户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加排废功能。

自动模切机 LS 1670SF
提供卡纸与微楞(0.5 ~ 5mm)的精准模切，上吸
式特别能保护印刷面

佛山市南台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劲亚（上海）机械有限公司

前缘送纸部：采用独特的前缘送纸技术、纸堆
挡板可以自动上下调节，并配有高压鼓风机。
输纸部：采用安川伺服电机输送，并配有日本
三菱的控制器，独特的伺服送纸曲线保障纸张
到前规不伤纸边，定位精度高。模切部：采用
蜗轮曲柄肘杆式高精密度平面模切平台。 多
片式凸轮间歇传动机构，以及超负载保护进口
扭力离合器。 高精密度瑞诺德叼纸牙排传动
链条。收纸部：自动纸堆升降台，不停机皮带
自动收纸。……

N1A40

MY-2100模切压痕机

全自动平压平模切机（SR-1650SL）
全电脑印刷开槽模切糊箱机

·SR-1650SL（加长型）适用于模切0.7-9mm厚
的彩裱瓦楞纸板，最高机速5000转/时。

纸箱印刷成型连线生产机械

适用超大纸幅；
最大用纸尺寸1300×2100㎜
最小用纸尺寸500×700㎜
最大模切尺寸1280×2100㎜
标准咬口15㎜（调整量±5㎜）
最大模切压力400tons
瓦楞纸板最大厚度9㎜
最高模切速度5500i.p.h.
总电力量70kw
机器重量50tons
独立驱动调整，快速换单

主要用于包装、装潢工业中纸盒、纸箱、商标
的模切压痕，本设备从模切到收纸均实现自动
化，并有自动计数、自动保障显示、自动检测
和不停机取样等机构，还具有模切压力大、套
准精度高、操作方便、安全可靠等特点。

唐山隆翔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N2B75

·SR-1650SII（标准型）适用于模切0.7-9mm厚
的普通瓦楞纸板，最高机速5500转/时。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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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B10

C165全自动清废模切机
产品设计理念：创新超越 人机融合 一键定位
•C165全自动清废模切机前缘送纸高压风机变
频控制风量，适应大多纸张。对裱纸失误的面
纸和底纸绝不破坏，可再次使用，减少浪费。
“一键调机”数字化管理，彻底解决纸张调节时
费时费力，和不易掌握的难题。只要输入每个
订单纸张的参数，一键启动后，八大调整步骤
便可自动调节到位。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
时高容量存储空间可一次记录490条订单。当
再次使用该订单时，只要调出该记录，便可直
接调整到位。节省了再次调节的时间。这样不
管是长单还是短单，调节时都可轻松搞定

YH-1500P全自动全清废模切压痕机
YH-1300BP全自动模切清废压痕机是纸盒、纸
箱、商标等各种纸制品模切压痕、冷压凹凸
的关键设备。采用高强度叼纸牙排、整体摆动
式前规、自动推规、高精度间歇机构、气动锁
板、气动离合自动收纸，实现了给纸顺畅、定
位精准、模切稳定、收纸整齐，并且自动清除
前废边及中间废料、生产效率高。
C150 全自动清废模切机

下吸嘴全自动模切压痕清废机

全自动平压平模切机（SR-1650SII）

1500全自动全清废模切压痕机可对单张瓦楞
纸、纸板进行加工，适用于高档彩盒、高档彩
箱、纸质商标的模切压痕、冷压凹凸。是包
装、装璜工业中最理想的设备。
本机采用高强度开牙叼纸牙排、整体摆动式前
规、自动推规、高精度间歇机构、气动锁板、
气动离合、过载保护、定量收纸，实现了送纸
距离短、定位精准、模切稳定、收纸整齐，并
可进行无叼口模切。
应用微机控制实现整机全过程自动化，通过
人机界面显示工作状况及故障的排除方法。
关键部件、控制系统和紧固件均采用进口产
品，精心装配，确保机器的安全可靠。多处
设有传感器和安全装置，保障机器正常工作
和人身安全。

唐山市金威达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N3B50

AP-2100 自动平压模切机

YH-1300BP全自动模切清废压痕机

前缘给纸全自动模切压痕清废机

唐山市远恒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E7B120
佛山市南海威肯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3D10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1. 下吸嘴部 ; 下吸嘴不停机送纸，对纸张无划
伤，且传动采用机械式传动，性能稳定。
2. 输纸部：采用安川伺服电机输送，并配有日
本三菱的控制器，独特的伺服送纸曲线保障
纸张到前规不伤纸边，定位精度高。

C150 全自动清废模切机是我公司结合国内外
同类产品的优越性能研制开发的适用于高档彩
箱、彩盒模切的专用设备。本机应用高强度叼
纸牙排，先进的开牙叼纸机构能适应各类型板
纸、瓦楞纸；前后定位及侧定位机构使纸张的
模切精度得以保证。具备高精度间歇机构；动
作迅速的气动离合，气动锁版。使用可编程序
控制器及人机界面，数字显示机器的工作速度、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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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河北恒亿包装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东莞市煜恒包裝机械有限公司

N3D30

唐山继国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E6B01

玉田县盛田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E7B110

糊钉箱设备
冠裕(裕桓)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伺服式半自动双片式钉箱

N5A130

MYP-1320/1500/1680全自动模切机

威海天诺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N3D170
ECO1- 1225四色水性油墨印刷开槽模切机

山东明菲特机械有限公司

E7B200

全自动平压模切机
本机是全自动轧制各种纸板、皮革及塑料等制
品的专用设备。其主要作用是为这些制品成型
接缝的切断及压痕，同时也适用于各种高级印
刷制品的凹凸压痕。

1. 本机型定位于高端模切机，特点是压力大，零
件尺寸大，机器自身重量大，机身寿命长。
2. 进口主链条、主传动轴承、PLC、变频器及
各种电器开关，性能精良，模切精度准确，
寿命长。
3. 机身零部件采用加工中心生产，精度高。主
传动装置采用同步带传动，与德国高端机器
一样的传动，噪音小，稳定性高，寿命长。
增加了大型的扭力控制器，帮助保护机器安
全运转。
4. 收纸部配有不停机收纸装置，并且是电动
自动控制的，是额外增加的配置，操作更
方便。
5. 实现了不停机送纸和不停机收纸，提高了工
作效率。
6. 清废部采用先进的三框清废系统，相比于两
框清废系统，清废效果更佳。

MS系列智能全自动模切机
采用高端技术实现了数字化智能自动给纸，对
弯曲变形、裱不齐、裱纸强度低的纸张可以顺
利输送，避免了覆膜、上光的纸张在输送过程
中的划伤。纸张不会被压薄，保持瓦楞强度。
全伺服前规侧规定位操作简单，换单时调整时
间极大缩短。此产品为专利产品，专利号为：
ZL2015 2 1007036.9

唐山先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7B100

1. 可钉单钉、双钉、加强钉“/ / / / /”、“// // //
//”、“// / / / //”。
2. 送纸部自动计数，成束送出捆绑
3. 第一钉打钉位置25mm。
4. 最大开槽钉长度:600mm。
5. 采用双伺服系统功能一台两用可钉单片,双
片,不规则箱。
6. 尺寸采用全电动式控制,电脑屏幕显示及故障
说明。
7. 调整钉距,使用电脑设定自动调钉距。
8. 通用于三、五层大型纸箱,有底无盖也可钉。

高密银山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1D130

製箱釘貼機
獨立前後輪夾持控制，依產品需要選擇適合的
控制方式。
專利送線機構送線穩定確實，特殊鋼精密研磨
製作的雙連桿釘頭，低潤滑需求維修簡易。
新型擋板裝置突破舊款限制，可釘無箱蓋或短
箱蓋的產品。
全自动粘箱钉箱一体机

堂城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1880型平压平前缘送纸清废模切机

半自动平压模切机
本机是半自动轧制各种纸板、皮革及塑料等制
品的专用设备。其主要作用是为这些制品成型
接缝的切断及压痕，同时也适用于各种高级印
刷制品的凹凸压痕。

公司最新研发的产品1880型平压平前缘送纸
清废模切机，是采用国际高端流线型设计，结
合国内外同类产品的优势研制开发的适用于彩
箱，彩盒模切的专用设备。
本设备采用先进的高强度叼牙式叼纸机构能适
应各类型纸板、瓦楞纸、卡纸，前后定位及测
定位机构使纸张的模切精度得以保证，具备高
精度间歇机构，动作迅速的气动离合，气动锁
板，手动盘车方便省力。全套进口电气控制主
电机，无极调速，运行平稳。本设备从外观、
操作踏台、整机高度和前后升降机方面做了
很大改进，而且采用触摸屏，真正实现人机界
面，并配有编码器来实施故障检测，有效的保
障人身安全和机器正常工作。

大连欣科机器有限公司
山东联胜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E7B280

N2C35

MYRP-1060High全自动热压纹清废模切机
特点：1060High系列型号产品属于加重型系列
机器，比传统模切机的机身更重，压力更大，
达600吨，可以有效保证机器的压纹效果和使
用寿命。采用西门子主电机。1060High全自动
热压模切机比传统液压机的工总效率提高8倍
至10倍，压纹加工的利润是模切加工的4倍至
5倍，所以可帮助客户在短期内收回设备的投
资成本。本机型是全自动平压平单张纸的自动
热压纹清废模切机，集中3种功能到一台机器
上。在这台机器上，用户可以进行纸张的自动
深压纹，或者自动模切，模切的同时具有清废
功能。非常适合精品盒包装，如酒盒包装、饼
干盒包装、饮料盒包装，等表面有凹凸花纹和
立体效果的包装盒。

温州迈高机械有限公司

伺服跟标压线圆压圆模切机联动线
1. 强度高
2. 成型好
3. 模切精准
4. 节省原纸
5. 高效率
6. 节省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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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B38

PMF1100-1650全自动模切机
下吸飞达送纸机构可稳定输送各种品质和类型
的瓦楞纸，适应性强，工作范围广。

N4B100

全自动烫金模切机

1300－CS全自动高速全清废模切压痕机（前
缘给纸）
1. 国际知名品牌电器元件，保证控制的可靠性。
2. 高强度球墨铸件，保证机器的持久稳定性和
精准的模切精度。
3. 高精密间歇机构保证机器稳定运行。
4. 可编程序控制器及人机界面。
5. 动作迅速的气动离合，气动锁板。
6. 直视的显示机器的工作速度、加工张数、总
运行时间。
7. 应用变频器控制主电机，无极调速，运行
平稳。
8. 二联协动式清废装置，动作和谐、精准有
力，可有效清各种异型废料。

银山（INSUN）全自动粘箱钉箱一体机主要是由
折纸部、折叠部、钉箱堆码计数部三大部分组
成。设备主要特点是自动供纸、自动涂胶、自
动折叠、自动校正、自动堆码。一机多用，钉
箱粘箱可同时满足，也可以先粘箱后钉箱，无
需更换钉头，钉速由伺服系统控制，能有效克
服传统钉箱、粘箱过程中出现的剪刀口现象，
保证钉箱和粘箱的精度和质量。一个纸箱钉距
在80mm，打4钉情况下速度达到120张/分。

全自动钉/糊箱机
功能介绍：
1. 本機採用電腦螢幕顯示操作及故障說明。
2. 釘頭及整型部採用伺服馬達運作，釘距穩定
又準確。
3. 釘頭部附加整型功能，釘出成品不會產生剪
刀叉，整齊不斜邊。
4. 無底有蓋箱亦可釘。
5. 送紙部采前緣皮帶式送紙準確不歪斜。
6. 進紙時有側拍裝置可使送紙整齊順利。
7. 變換尺寸采電腦操作，3-5分鐘可完成設
定，可大量生產。
8. 釘頭釘速每分鐘可達1000釘。
9. 可釘單釘、雙排釘, 最大釘距可達90㎜。
10. 可釘加強釘，最大釘距可達65㎜。
11. 可儲存訂單，可記憶3000組訂單資料。
12. 可釘三層或五層紙板（3-8㎜）。
13. 計數排出可自訂張數自動排出。

广州市佳研特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3A102

全自动糊箱钉箱机
全自动糊钉箱机，全部引进韩国技术，多项获
得专利技术，重要零件韩国原装进口，钉头使
用寿命长，终生使用，所用扁丝比普通薄，一
年可节省1/4钉线成本，钉子斜切入纸板，穿
透力强且成型漂亮。折合部长达8米，配有修
正导杆及修正轮，有效控制纸箱成型及剪刀口
误差。

烫金和压痕一体机；可压花及热切PVC、PET
（除烫金功能外）；可烫凹凸板，套印定位可
微调；采用变频变速，保证烫压品质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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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加工张数、总运行时间；机器的故障显示使故
障排除操作非常方便。应用变频器控制主电机，
无级调速，运行平稳。本机多处设有传感器和
安全装置，保障机器正常工作和人身安全。模
切压力前后可单独调节，手动盘车方便省力，
同时还可进行无叼口模切。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N3B30

钮操作。
· 自动供纸、自动粘箱 / 钉箱、自动折叠、自
动校正、自动计数、自动堆码。
· 主传动采用同步带轮式，保证运转平稳，传
动比较精确。
· 主马达采用双频控制，稳定省电。
· 各部导板采用牙杆电机调节，调位准确，简
单方便。
· 采用吸风皮带送纸方式，结构简单、速度快、
送纸准确。
·下糊筒任意调节，可完成各种纸箱上胶要求。
……

双片糊箱机适用于各种规格彩箱/纸箱，需
要AB两片纸板拼接成型生产的设备；实现双
片合一拼接工艺，快速完成一次性粘合的操
作。本机采用吸风送纸方式，同步气动推杆
定位结构，数字温控，PLC电器控制系统，变
频调速电机……

唐山佳捷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单片半自动订箱机
高速伺服单片半自动订箱机是制造纸箱的最后
一道工序设备，主要用于瓦楞纸板成型的订
合，以满足多品种，不同批量生产需求，适应
食品，棉纺等出口产品包装需要，是目前较为
理想的纸箱设备。该机具有生产效率高，劳动
强度低，操作简便，性能稳定，运行可靠之优
点，是包装的纸箱行业必备设备。

N2A35
联线粘箱机

东莞市天进机械有限公司

N1D03

单片、多片糊箱机
针对两片接糊纸箱所开发的新型糊箱机，适
用于卡纸300g～AB浪(视轧线而定)之纸箱，可
生产单片、双片接糊纸箱，此糊箱机对纸张
容许度高，喷胶系统可独立设定，无论是平
口箱、异型箱皆可生产，特别是人工难以生
产的大型、高强度瓦楞纸箱，在此糊箱机生
产效果显着。

江阴唐诚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港旭机械有限公司

N2A01

全自动钉箱机B5型
全自动钉箱机，由供纸涂胶部、折叠部、钉
箱部、计数堆积输出部和电器控制部五部分
组成。采用PLC 控制触摸屏输入数据，钉箱
部动作伺服电机控制，操作简单可靠。自动
供纸，自动涂胶，自动折叠，自动校正，自
动打钉，自动计数，自动堆码输出。技术先
进，质量可靠。

N4A160

苏州百合祥纸箱机械有限公司

N3A90

1. 纸板输送由四根链条带动推杆完成，确保纸
板在输送过程中平行移动，而不损伤纸箱
印刷表面；
2. 纸板折叠采用创新型的机械臂折叠方式和碰
线装置，非常有效地解决了纸板高低线、
剪刀差和大小缝的问题；
3. 整机由8台三菱伺服电机联动，动作衔接准
确可靠。

广州祥旭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N1B55

全自动钉、糊一体机
· 最快钉箱速度 1000 钉 / 分钟，糊箱速度 180
米 / 分钟，速度快，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 整机采用 PLC 和触摸屏操控，并可以通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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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伺服高速半自动钉箱机是瓦楞纸箱最后一
道成型的专用设备，通过技术更新，使该机
具有生产效率高，打钉速度快，劳动强度
低，操作简便，性能稳定，运行可靠，故障
率低的优点。双伺服高速半自动钉箱机主要
用于单片瓦楞纸板成型的钉合，以满足多品
种，不同批量生产要求的瓦楞纸箱纸板；适
应各种内销，出口产品纸箱包装的需要。

佛山市协盛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N1A15

1. PLC程序控制，按输入的订单参数自动调整；
2. 与印刷机通讯后，实现粘箱机与印刷机速度
同步，故障停机及急停关联；
3. 与印刷机衔接处，导纸顺畅；
4. 下折式，调整方便，换单快；
5. 二次拍齐整理，消除剪刀差；
6. 计数堆码采用分纸机构，可实现小捆包高速
模式，提高生产效率。

青岛正日丰彩机械有限公司

N1D70

ZR-G2800高效型-半自动钉箱机（A/B型）
• 推纸距离：
1. 双驱强力牵引机构，也叫自动拉纸装置，不
需人工弯腰用力推了，只需一折即可！省
力，省时，高效！
2. 缩短160mm，推纸动作不需弯腰、费力，效
率同比提高30％～70％；
3. 降低机体高度：能够避免站在高台操作带来
的不便和危险；每天节省了因七、八十多次
上下而浪费时间和体力；计数输出与捆扎机
工作台高度相近、人工 省力、快捷 ！
4. 采用大盘扁丝自动送丝机构，以提高效率，
降低成品不良率。

全自动糊箱机TJ-2400

东光县昊隆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N1D150

全自动糊箱机由半自动糊箱机人工送纸改进升
级为全自动送纸糊箱，改机器速度快、大量减
少劳动强度。适用范围广，对较厚较大特殊纸
板加工，电脑可储存多个订单，适应各种批量
零散订单。

双伺服高速半自动钉箱机

Y-90全自动钉粘一体机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昆山裕邦机械有限公司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青岛科力特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2C15
双片-四伺服钉箱机FS1600 型、FS2400型

双片半自动订箱机
高速伺服双片半自动订箱机是制造纸箱的最后
一道工序设备，主要用于瓦楞纸板成型的订
合，以满足多品种，不同批量生产需求，适应
食品，棉纺等出口产品包装需要，是目前较为
理想的纸箱设备。该机具有生产效率高，劳动
强度低，操作简便，性能稳定，运行可靠之优
点，是包装的纸箱行业必备设备。

全自动粘箱机
功能介绍：
1. 采 用 西 门 子 P LC 控 制 ， 电 器 件 采 用 施 耐
德、欧姆龙国际品牌，保证控制系统稳定
可靠；
2. 下折式，调整方便，换单快；
3. 采用优质进口皮带，稳定耐用；
4. 前沿吸风送纸精确；
5. 二次压痕，折纸更精确；
6. 大小口控制良好；
7. 计数准确；
8. 二次整理拍齐消除剪刀差；
9. 打捆张数自由设定，小捆包也可开启高速
模式；
10. 可适用于带提手等纸箱。

1. 运行快速平稳，打钉频率可达550钉；
2. 四伺服控制技术，大幅度减小运行噪音，增
强运行稳定性，减少长年机械传动产生的磨
损和售后维修；
3. 皮带可始终转动，带动纸片进去，减轻工人
推送劳累强度。
4. 可升级加装自动进纸装置，以减轻人工推送
纸劳累强度。（选配）
二. 采用“零钉位”装置技术（选配）
1. 可钉正方形箱子。
2. 可钉大部分异形箱。
3. 人工操作简单化，省力，提高效率。
三.两前后挡板，亦是自动调节，换单、调整
便捷，不需人工动用扳手，钻进机台里面辛
苦、耽误时间。挡板整体可左右移动。
四. 模切板压线技术支持。压线压得重、压到
位、不跑位、不爆线，可控制纸箱合缝间隙，
使纸箱成型方正规矩。

双伺服控制单片式钉箱机
只需的触摸屏上动动手指。操作无须经验，使
厂家更有弹性安排生产。速度快。钉速：600
钉/分钟
生产效率高，中型纸箱每小时可钉2000个以上
的产品。
较强的灵活性：可钉单钉///双钉/////加强钉
//////，可适用于不同厂家对钉种的要求，改
装单钉、双钉、加强钉只需将触摸屏里点击
一下。
纸箱规格切换，只需（1-2）分钟。钉距无
误、美观、可调（20-120）mm
整个过程只需两个人操作。对成品进行自动计
数。统计产量，并可设定分离送出，配合后段
的结束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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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伺服控制双片式钉箱机

三伺服单片半自动钉箱机

进口四伺服控制系统，一台两用，可钉单片、
双片、不规则纸箱，自动送丝功能可确保送
丝无误，使用大盘扁丝可节省换丝时间，尺
寸采用全电动式控制，可钉：单钉、双钉、加
强钉一次性完成，送纸部自动计数，成品送出
捆扎，适用于大型纸箱，装订快速而省力，调
整钉距，使用电脑设定自动调钉距，适用于三
层、五层大型纸箱、有底无盖的纸箱可钉，七
层需定做，钉距：30mm-120mm，可任意调
节，机械速度：600钉/分钟

·台达 PLC 控制系统。
·除 带 座 轴 承 外， 轴 承 全 部 采 用 国 内 知 名 品
牌。
·正泰开关、行程开关、韩国接近开关、台湾
电磁离合器、正泰接触器。
·钉头整组全部采用日本进口模具钢作，电脑
锣精密加工。
·钉头刀片、底模，采用德国钨钢制作（耐磨
损）。
·伺服电机、台达电机。

海宁市晨阳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6C160

东莞市卓悦机械有限公司

堆纸高度：850mm
冲头宽度：35mm
机器尺寸（主机部份）：长2600mm/宽1900mm/
高1900mm
（输送台部份）：长1800mm/宽1000mm/高
1700mm
机械重量：2000KG
机械速度：600钉/分
送纸部自动计数，成束送出捆绑
适用钉线范围18#钉线（0.68-0.75）*（1.82.0mm）
尺寸采用全电动式控制，电脑屏幕显示及故障
说明
调整钉距，使用电脑设定自动调钉距
通用于三、五层大型纸箱

全自动粘箱机

河南华鑫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2C60

机械速度：600钉/分钟(最高)
1. 钉距（小、大）20-120mm（可任意调节）
2. 最大纸张尺寸（长+宽）*2
3200mm
3. 最小纸张尺寸（长+宽）*2
1060mm
4. 最大纸张长（纸箱长度）
1450mm
5. 最小纸张长（纸箱长度）
350mm
6. 最大纸张宽（纸箱宽度）
800mm
7. 最小纸张宽（纸箱宽度）
120mm
8. 最小纸张高（纸箱高度）
400mm
9. 使用马力：15HP.（日本安川伺服电机）
10. 机械长度：6000mm.
11. 机械宽度：3400mm
12. 机械重量3000KG.
13. 钉种: 单钉、双钉、加强钉“/////” 、“// // //
//” 、“// / / / //”.
14. 钉数1-99钉.
15. 第一钉打钉位置为25mm.
16. 最大开槽钉长度；600mm

广安台川机械有限公司

N1A45

鋮铭全自动钉箱机是现在全国首创.独一无二的
成型效果的.我们的设备大箱小箱都可以生产.我
们的全自动钉箱机.钉出来的精确度是现在市面
的都达不到的效果.我们的我们的全自动钉箱机
站地面积只需要10M*5M左右.设备换款调机的时
间只需要1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

沧州精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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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光县金浩机械厂

E6C149

功能介绍：
·进口双伺服驱动，精度准确，机械传动部分
减少，可有效减少机械故障率
·钉箱机采用触摸屏操作，参数（钉距、钉
数、钉种，后挡板）变换方便快捷
·钉箱机整个控制系统采用欧姆龙PLC控制系
统。
·控制箱内全部开关采用台湾士林生产。
·自动钉箱机底模，刀片采用德国钨钢制作
（耐磨）
·钉箱机整组钉头，全部采用特殊钢制作，电
脑精密加工。
·开关及按钮全部采用台湾天得生产。

N3A06

彩箱专用多伺服双片式半自动钉箱机

E6C135
全自动钉箱机

·本机特点为全电脑控制，智能化程度高，操
作简单、速度高且产品稳定，节省人力；
· 主要由供纸部、涂胶折迭部、整形部、校正部、
自动送丝机、钉箱部、自动翻箱部、输送部、
计数收纸部组成；
·可粘钉三层、五层、七层纸板；
·可储存订单，1 － 5 分钟即可完成订单转换并
一键自动调单开始大批量生产；

N5D153

QS双伺服高速半自动钉箱机

东莞市铖铭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安瑞斯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四伺服双片半自动钉箱机

肇庆市端州区双江包装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N1A02

双伺服单片半自动钉箱机

·台湾台达原装进口四伺服驱动
·台湾台达 PLC 控制系统
·变换纸箱尺寸和调节纸箱钉距只需一分钟就
可完成
·一台两用，可钉单片 / 双片纸箱
·钉头整组全部采用日本进口模具钢作，电脑
锣精密加工。
·钉头刀片、底模，采用德国钨钢制作（耐磨损）。
·后段有自动计数功能，做好的成品张数可按
设定数量（1-99）分叠送至机械末端，方便
打包捆扎。
·机械速度：450 钉 / 分钟
·使用瓦楞纸板三层、
五层、七层（七层时需特殊）

东光县群硕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N2A100

单片式半自动钉箱机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双片钉箱机，双片式钉箱机全自动式控制，变
化快，结实耐用

功能介绍：
·一分钟变换尺寸
·操作简单无需经验
·可钉单钉、双钉、加强钉
·送纸部自动计数，成束后自动送出，方便捆
绑
·触摸屏操控
·采用伺服系统
·钉距离可达到100MM
·可钉有盖箱和无盖箱
·钉距离可直接在触摸屏上设定
·可直接调节纸板厚度

半自动伺服钉箱机
本机采用双伺服，日本三菱驱动，操作简捷，
快速高效，大大节约人力物力，为纸箱厂的首
选设备。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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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供纸部使用前缘皮带送纸保障送纸准确不歪
斜，机身第一道预压轮先将需要折叠处的瓦
楞破环，避免在压成型线时将纸压破，第二
道在折线时压出成型线，第三道纸板在折成
90 度后由斜压线轮将线口卡住折叠确保成型
时不跑位。
·钉头和整形均采用伺服电机控制，钉距和钉
数准确稳定；
·送丝部使用 20 公斤钉丝盘送丝，减少换钉丝
时间；
·计数输出可自由设定输出数量；
·具备自检功能，出现故障后自动停机并且在
触摸屏上显示故障原因和具体位置，快速解
决故障，极大减少浪费。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N2B107

东光县金诺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N3A160

GBDJ-2000型双伺服单片半自动钉箱机
1. 德国西门子原装进口双伺服驱动，精度准
确，机械传动部分减少，可有效减少机械的
故障率。
2. 威纶触摸屏操作，参数（钉距，钉数，钉
种，后挡板）变换方便快捷。
3. 整 个 控 制 系 统 采 用 日 本 欧 姆 龙 P L C 控 制
系统 。
4. 后电动挡板，采用步进马达驱动，尺寸准
确，变换尺寸更方便快捷。
5. 控制箱内全接触器采用西门子品牌。
6. 光电和近接开关采用施耐德品牌。
7. 底模，刀片采用日本钨钢制作（耐磨）。
……

双伺服自动推纸钉箱机
功能介绍：
1. 优点：可解决由于纸箱开槽压线不准而引起
的纸箱的成型效果问题（即纸箱的剪刀口
或缝大缝小的问题）。此问题目前在自动
钉箱机和全自动钉箱机上是无法解决的一
个大难题。
2. 可钉单钉/，双钉//，加强钉（// / / //两头是
双钉中间部分为单钉）一次性完成，能适合
不同客户对钉种的不同要求。
3. 变换纸箱尺寸和调节纸箱钉距只需一分钟就
可完成，大大节省时间操作方便。
4. 可钉单片纸箱也可钉双片成型的纸箱，一机
两用。
5. 此款机械可降低员工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
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

河北宏诚煊机械有限公司

N6B25

高速印刷粘箱打包生产线
纸箱自动上纸，自动送纸，印刷，开槽，自动
涂胶，折叠、粘合和堆码等功能。采用PLC自
动控制，触摸屏操作储存和管理订单。它的高
速生产能力，快速更换订单和良好的稳定性可
满足我们纸箱生产厂家用最少的人工生产更多
的产品，实现少人工多产品的生产力。

河北省东光县宏海纸箱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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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采用双伺服送纸，确保设备在高速送纸的
稳定性和高速送纸的同步性，且伺服送纸能让
A片和B片产品单独设定送纸尺寸，从而解决
了大小片的问题。涂胶采用双道上胶，分别
为热熔胶和普通封口胶，确保产品进集装箱和
冷库后的100％粘接。两片对接定位时采用的
也是双伺服齐纸，给本机在低速粘接和高速粘
接提供了精度不变的一致性。本机可做平口箱
和异形箱，前规定位我公司独创，采用一规两
用，为调机换单缩短了时间。

1. 本机属于超重型机，采用机组式单独电机传
动结构，结合上下皮带主传动式结构，确保
机械节能。低噪、低故障，确保稳定输送，
真正实现节能环保和高效同时满足；
2. 可根据客户要求随时增加勾底功能；
3. 本机主要生产一般边贴和二折勾底的E、
B、A瓦楞及五层纸包装盒，特殊盒型可另
行设计。

QYHX-2400A
本机采用双伺服送纸，确保设备在高速送纸的
稳定性和高速送纸的同步性，且伺服送纸能让
A片和B片产品单独设定送纸尺寸，从而解决
了大小片的问题。涂胶采用双道上胶，分别
为热熔胶和普通封口胶，确保产品进集装箱和
冷库后的100％粘接。两片对接定位时采用的
也是双伺服齐纸，给本机在低速粘接和高速粘
接提供了精度不变的一致性。本机可做平口箱
和异形箱，前规定位我公司独创，采用一规两
用，为调机换单缩短了时间。

AFS-2500B全自动糊钉一体机

本机适用于三层五层大小不等的瓦楞纸板的
粘合，简单方便、效率高，最大特点是成本
低于钉箱扁丝10倍多，是纸箱加工最后工序
的理想设备

1. 本机最大优点是全电脑控制，操作简单，品
质稳定，速度快，极大节省人力。
2. 一机两用，可钉、可糊三层、五层纸板，有
盖没底的箱子也可钉。
3. 本机有订单记忆和存储功能，几分钟内就可
以完成订单转换并开始大批量生产。采用电
脑屏幕显示操作及故障说明，方便解决故
障，提高工作效率。
4. 进纸部采用前缘送纸机构保证送纸准确不歪
斜。前缘送纸皮带可单独调整，进而提高皮
带的使用寿命。
5. 钉头和整理均采用伺服电机控制，钉距和钉
数准确稳定。
6. 钉头部附加整理功能，钉出成品不会产生剪
刀叉，保证产品不斜边。
7. 钉头钉速每分钟可达1000钉。
8. 可钉单钉、双钉，最大钉距可达90mm，可
钉加强钉最大钉距可达70mm。

上海勇周纸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E6C134

全自动高速糊盒机
1. 本机属于超重型机，采用机组式单独电机传
动结构，结合上下皮带主传动式结构，确保
机械节能。低噪、低故障，确保稳定输送，
真正实现节能环保和高效同时满足；
2. 输送压台采用上下独立式设计，根据不同
产品随时调整工作模式，通过气压调整压
力，并配备海绵带，确保产品完美无缺；
可选配点数堆码装置。

高速印刷粘箱打包生产线

E6C120

半自动粘箱机

N2A100

全自动粘钉一体机

沧州聚隆纸箱机械有限公司

玉田县乾源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2B75

全自动双面钉箱机

4. 糊箱和钉箱真正实现一键转换（国内独创）。
5. 适合三层、五层、单片纸板 .A.B.C 和 AB 楞
的纸板钉合。
……

全自动高速勾底糊盒机

QYHX-2400B

沧州星凯利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6C165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功能介绍：
·本机全电脑操控、操作容易，简单，可存储
1000个订单；
·无底有盖箱也可钉(需在订货时说明)；
·3-5分钟调整尺寸，简单快捷；
·纸箱成型速度快；
·吸风送纸准确；
·二次压痕，使折纸更准确；
·大小口控制良好，减少废品；
·二次纠偏，彻底消除剪刀口；
·计数准确；
·拍打部使纸箱成型好；
·出堆准确整齐；
·自动供胶、涂胶均匀、节省胶量；
·数字化遥控控制，准确方便快捷。

东光县润森纸箱机械厂

E6C145

本机全电脑操控、操作容易，简单，可存储
1000个钉单;
无底有盖箱也可钉(需在订货时说明)
3-5分钟调整尺寸，简单快捷;
钉头部动力为伺服电机，本机采用摆动机
头，机械速度：1000钉/分钟
送纸部采用前缘皮带送纸确保纸箱不歪斜
进纸时有侧拍打装置可使送纸整齐顺利
送纸部采用伺服电机控制，确保钉距稳定又
准确
本机设计有箱整形功能，确保在钉箱时不会
出现剪刀口，整齐不歪斜
本机可钉单钉、双钉、加强钉一次性完成
本机可钉三层、五层纸箱(七层时需在订货时
提前声明)
本机最后有自动计数堆码定量输出

唐山恒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E6B01

全自动粘箱机
1. 自动送纸、自动涂胶、自动折叠、自动校
正、自动计数。
2. 速度快，每分钟160米。
3. 精度高，具有二次压线功能，配备差数器
纠偏，有效纠正瓦楞纸箱剪刀差。

AFS-2500A 全自动糊钉一体机
1. 本机最大特色是全电脑操控、操作容易、
品质稳定、速度达到经济效益，大大节省
人力。
2. 本钉箱机为糊钉一体机，可糊箱，可钉箱，
也可先糊后钉一次完成。
3. 3-5 分钟可以完成换单设定步骤， 即可大量
生产（自带订单记忆功能）

东莞市川丰实业有限公司

N1B03

双片式钉箱机DDS-1700
最高钉速可达600钉/min,可根据实际操作需求
进行调整
触屏操作，设定变换尺寸方便快捷，换单速
度快
可打单钉、双钉、两种样式
配备自动润滑系统，可根据需要自定义设置供
油周期
第一钉距离设定自动调整，上下钉头位置可左
右任意周期
开机电源相序、气压自检，避免因操作疏忽发
生故障及损坏
配套大卷钉线自动送线机构，节约时间成本
（选配）
自动化操作简单便捷，无操作经验人员上手快
台湾独资，主要机械配件及自动化配套全进
口，保证质量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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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广州市台用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N3A06

上料及堆码设备
广东晟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N3A105

底板自动排出：每板纸堆底板单张 ( 纸板 / 木
板 / 栈板 ) 自动排出＊留底或全排双模式。
一键设定：尺寸设定一键排单，智能化全线尺
寸共享控制 ( 可与印刷机联动共享数据尺寸自
动调整 )。
自动预存：配合印刷机排单连线，自动进纸至
印刷机，配合皮带伸缩型及预存机构设计，实
现无人预放纸功能
配合印刷机连线及搭配整线物流系统，实现智
能无人高效生产

青岛金力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3A90

捆扎打包设备
墨氏包装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N5A110

LCU，全自动托盘捆扎机
双伺服控制单片式钉箱机 SBDG-20
最高钉速可达600钉/min,可根据实际操作需求
进行调整
触屏操作，设定变换尺寸方便快捷，换单速
度快
可打单钉、双钉、加强钉三中样式
第一钉距离设定自动调整，纸板厚度电动调整
开机电源相序，气压自检，避免因操作疏忽发
生故障及损坏
配套大卷钉线自动送线机构，节约时间成本
（选配）
自动化操作简单便捷，无操作经验人员上手快
台湾独资，主要机械配件及自动化配套全进
口，保证质量

机械手码垛系统
全自动钉箱机Fully
双片钉箱机 双片式钉箱机全自动式控制 变化
快 结实耐用

标准整线包括：自动输送滚筒+捆包分离定位
夹取装置+机械手+自动栈板库+垫纸架+自动
拍齐装置等；
可最大限度帮助纸箱厂减少人工依赖，提升
效益。
具有：
搬运速度迅速，动作精确；
码垛整齐，智能弹性堆栈；
操作便捷；安全性高：整合度高：智能作业等
特点

上海飓尔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唐山玉田县博远印刷包装机械
有限公司

N3D50a

N1D134

前缘送纸系统-平压平模切机专用前缘送纸
总成

PGSD-1216智能全自动送纸机（平压平模切机）
专门针对全自动平压平模切机生产设计。
全自动送纸：整板进纸单板预存瓦积模式，预
存前挡板处带拍齐机构，出纸稳定轻量补纸。
智能供纸系统：自动配合模切机生产速度，智
能调整供纸速度。
人机设定排单：人机界面尺寸设定排单调整侧
拍板、后侧挡板，后侧档板手动设定。
有效利用空间：皮带伸缩型设计，可依订单尺
寸调整长度，空间利用率高。
低堆放纸：低堆后档板拍齐机构设计，模切机
堆纸高度最低可50mm。
翻面功能：配合模切机生产来纸需求设计，可
设定来纸面向（来纸面向向上自动翻面）。

采用MOSCA专利第三代超声波焊接技术；升
降压板下压力0~2吨，压力可调节；单机头双
导轨设计，可以在不抬升压板的情况下完成平
行两道打包动作；可联线使用也可单机独立使
用，可带托盘打包也可不带托盘打包，一机两
用；特殊的打包轨道设计可以使用PET/PP两种
不同打包材料，让客户可以选用PP带降低耗材
费用，真正做到效率与成本兼顾。

UATRI-2XT，全自动纸箱打包机

昆山腾成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N6B01

全自动上纸机

昆山麦锐特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前缘送纸系统-喷墨印刷机前缘送纸总成

N3B08

高速智能型AB片粘箱机
高速智能型AB片粘箱机替代现有技术中AB双
片用半自动糊箱机涂胶后手工粘接（速度慢、
精度差）。本机适用热熔压敏胶、水性封口
胶，粘合糊口宽度20mm-50mm，PLC控制精
确运动伺服系统，一机实现多种（单片、双
片、异形双拼）粘合功能，无划痕控制系统，
快速人机界面切换功能，高精度伺服对位追位
功能，数字化系统数字+记忆快速换单，故障
实时弹出系统，可根据客户要求选装下压合式
或多工位压台式。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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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cules机械臂纸箱堆栈系统

FGAM-1228 智能全自动送纸机（上印）
全自动送纸：整板进纸鱼鳞瓦积模式，预存前
挡板处带拍齐机构，出纸稳定轻量补纸。
智能供纸：配合印刷机生产速度，智能调整补
纸高度及供纸速度，保持生产稳定性。
智能物流系统：前端智能物流系统连线控制，
来纸自动对准中心线及该单尺寸确认。

·直流马达控制，打包捆紧力可通过触摸屏调
节；
·整合的动力辊筒工作台系统，辊筒速度变速
可调 (0 - 1.6 米/秒)，通过触摸屏调节；
·打包带卷可快速更换，穿带简单，可配置BSG
自动换带系统，缩短停机换带时间；
·打包不成功时自动穿带；
·西 门 子 S 7 操 作 系 统 ， 触 摸 屏 可 视 化 操 作 界
面；
·自动记忆存储纸箱尺寸，可记忆存储200组纸
箱尺寸，可通过手工输入尺寸

Transpak Equipment Corp.

N5A90

Hercules机械臂纸箱堆栈系统可与不同印刷机
搭配，可由系统自行决定堆栈方式或依客户要
求设定堆栈方式；研发与维护人员皆为华人，
无文化认知上的差异，易于沟通；可配合各
厂实际生产线与客户需求布局设计；可配合客
户需求增设软件功能，响应迅速且费用较低；
独特整列机构设计，具有高速、平顺整列的能
力；堆叠过程可设定隔板纸自动垫纸动作，成
品自动输出；设备配置智慧系统，可实现厚度
自动侦测，堆栈基准自动定位，自动交丁铺纸
等功能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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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沧州精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佛山市柯马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N2A120

裱纸设备

N2D66

TRANSPAK TP-702CQ3 是一款全电式高速瓦楞
纸箱整边拍齐捆包系统，完美整合TP-702C 打
包机及电动整边拍齐与档柱，简洁的机器设计
除了有效节省空间，拍齐后立即打包，也确
保纸箱的高整齐度; 最新推出的全电式控制设
计，更让设备维持高稳定性运作，同时兼顾高
质量与速度，欢迎莅临N5 A90摊位参观指教

东莞市顶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1. 适合纸箱厂配自动粘箱线或钉箱线使用，可
根据纸箱尺寸自动调节整理打包。
2. 适用纸箱尺寸：长700；宽650；高400(mm)
以内。（可根据尺寸定制）

东莞市锦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裱纸机

KM-305打包机

纸箱自动拍齐加压打包线

N3D15

东莞市申信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自动捆绑机

E6C143

易操作，不同大小包无需调整，安全，节省时
间、人力、物力。

苏州安倍德工贸有限公司

自动捆绑机CY-100型
CY-100型适合捆绑的物品：坑纸、彩箱、黄板
箱、鞋盒、泡沫、泡棉、衣物、棉被等其它软
硬大型产品的打包捆绑。
技术参数：最大捆绑尺寸80*100CM；
最小捆绑尺寸：20*16CM；
机械尺寸：长124*宽153*高170CM；
桌面摆板深度：36CM；
净重：225CM；
马达马力：1/2HP
打包速度：1.5秒/包

N5D150

TRANSAPAK TP-702CTRS
TRANSAPAK TP-702CTRS是一款专为异型箱、
四角、六角与勾底盒等纸箱/彩盒所设计的高
速打包机，适用于鱼鳞式出纸的各种不规则纸
箱/彩盒，高明的侧推与后档板设计，能确保
纸箱/彩盒维持完美的堆栈与整齐度，也保护
纸箱/彩盒在打包过程中免于受损并同时享有
高速高自动化，TP-702CTRS是不规则纸箱/彩
盒最具效能与效益的拍齐打包设备，欢迎莅临
N5 A90摊位参观指教

广东晟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N3A105

东莞市摩氏卡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N4A165

用于瓦楞纸箱的捆扎。适用于印刷站箱联动线
以及高速糊箱机。该设备具有绳子展开功能，
防止绳子对纸箱造成的破损。还具有结头摆动
动能，防止结头对纸箱造成的压痕，以及对纸
箱的损伤。

唐山佳捷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全自动高速裱纸机

N2A35

适合纸箱、纸板等产品的打包和捆扎。
自动捆绑机CY-45型
CY-45型适合捆绑的物品：书本报刊、米粉、
电线、电缆、彩盒、冥币、香支、手套、塑料
制品等，可根据捆绑物品的要求订制，打十
字、打一圈、打2圈、打3圈。
技术参数：最大捆绑尺寸40*45CM；最小捆绑
尺寸：5*9CM；
机械尺寸：长90*宽80*高140CM；桌面摆板
深度：23CM；净重：140CM；马达马力：
1/4HP；打包速度：1秒/包

全自动PE双绳打包机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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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机器在机体结构、动力传动、对位系统等
性能均大幅提升，并所改良技术已申请多项
国家专利
机器系累积本厂资深技术人员多年来在裱纸
机市场经验，针对市面上原款裱纸机再行研
发改良。
2. 适用的纸张范围广泛
底纸从卡纸、灰纸板、单瓦楞、三层/五层瓦
楞纸板均能顺畅精确贴合，使客户各类纸张都
能轻易在本机器上操作。
3. 强度和耐用度高
所采用零件用心精选，可确保机器使用寿命
长，长年使用依日稳固耐用，极大效益的替客
户创造价值。

自动打包机

台湾常用牌打包机（CY-100）

全自动PE双绳打包机：为纸箱后道节约劳动力
（相当于4-8个人工），减少因人的因素影响
生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有以下特点：
·整机全电脑操作，可储存常用订单，操作快
捷方便，维护简单。
·全自动多点位润滑加油，
·可连接全自动粘箱机，连线全自动打包；
·可连接全自动印刷粘箱联动线，连线自动打
包；
·可连接全自动钉箱机连线自动打包；
·可集合多台手动订箱机连线自动打包。
·可集成多台半自动钉箱机和糊箱机连线自动
打包

E7A140

全自动双头捆绑机（推杆型）-PE
全自动捆绑机采用PLC电脑编程控制器、数字
操作、触摸屏输入数据，整机由输纸部、齐
纸部、压纸打包部、收纸部组成。采用整体骨
架结构钢性好结构紧凑操作简单方便生产效率
高，最高打包速度可以达到17包/分钟，且打
包稳定可靠。机器采用进口链条传动，传动平
稳，噪音小使用寿命长。本机换单快捷，可满
足各种纸板、纸箱的打包工作。

台湾常用牌打包机（CY-60）
适合彩箱、奶箱、纸盒等产品的打包和捆扎。

MOSHIKA-A5全电脑一体机
24伏恒定温焊接系统；直流马达，无刷电机
技术；
PLC控制系统；采用皮带传送装置传送纸箱
垛，传送速度可调节；
7寸主触摸屏控制系统，可自动预警提示故障
位置；
打包捆紧力可调节；可选择打单道还是打双道；
滚筒输送台面，可更好的保护纸箱垛，可与多
生产流水线结合；
可快速设置工作指令，打包位置，打包张紧
力等。
机器颜色：（白红）。
机器最高速空打可达每分钟40包及以上。

·电脑化高速贴合
每小时可达10000张（纸长600mm)
·高速运转顺畅，
前吸式飞达，纸张尺寸转换免调校
·飞达座：E型低台堆纸板设计，可将待贴合纸
张以拖板车推入就位，可选配加装轨道辅助
预叠堆纸台
·高精度涂布轮，上胶轮挡胶机构，自动液面
控制，高速运转不溢胶，能调节胶水回流
·上下纸张对位，精确高速顺畅
利用多组电眼感知底纸前进位置，使面纸两
侧伺服马达做独立传动补偿

上海德拉根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E7B60

腾龙系列自动高速高精度覆面机
欧 洲 专 利 技 术、 满 足 高 精 度、 高 速 度 贴 合
需求。
1. 智能化的自动测规纠偏系统；调整简便，有
效确保侧规精度精准；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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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TRANSPAK TP-702CQ3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东光县劲翔包装机械厂

N1B175

全自动翻纸收纸机是一款适用全自动裱纸机的
专用配套设备，适用于名种品牌的裱纸机，配
合裱纸机进行全自动收纸作业，将对裱好的纸
张按规定的数量堆成垛。全自动翻纸机是具有
间歇翻转、自动正反堆放、堆码整齐等功能为
一体的自动化设备。可有效的防止对裱纸后的
纸板弯曲、变形，解决目前国内裱纸机生产时
使用人工收纸现状，能最大化的省时、省力、
降低劳动力强度，提高生产效益。

全自动高速裱纸机

东光县宝顺纸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E6C80

全自动翻纸收纸机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网纹辊
广东省新材料研究所

N3D148

FMCY-1100F系列全自动热除粉预涂膜覆膜
高速（最高速度可达109米/分钟）、节能（机
器实际能耗16KWh)、环保(无胶水、无挥发，
符合VOCS标准），取得八项国家专利产品。
L型-全自动裱纸机

浙江星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E7B240
玉田县科思达印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7B120

FMZ-1300全自动覆面机

N1B130

CF型全自动高速裱贴机，机器速度最高可达
13000张/小时，适用于彩印面纸与瓦楞纸卡纸
和灰白纸之间的裱合。主要只针对客户提出
的交货速度快、生产效率高、节省人工费用的
解决方案。在设计上解决产品裱合的左右对位
和前后针位要求，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真正
达到电脑智能操控，人机对话，故障提示，使
机器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还能保证最准的定
位，主机台为全伺服电机，使机器更稳定更高
速，也保证了对裱后的产品平整、无折皱、板
材不翘曲。

CGFM系列伺服型高速贴面机

SHH-B2A高速淘宝/邮政纸箱糊盒机

该机采用运动控制系统与伺服纠偏系统完美结
合，利用多组高精度光电传感器对纸张进行跟
踪定位。通过伺服电机对纸张进行纠正，已达
到面纸与底纸的精确定位。本机具有速度快、
精度高、操作方便等诸多优点。

能适应不同卡纸类盒型、异形盒的糊盒，制
盒功能多样化卡纸从200克到800克，E瓦、F
瓦、A瓦、B瓦、五层瓦等。该系列设备高速
高效，每分钟320米，产量高，品质稳定，并
且具有独立纠偏功能，一体式的设备结构，调
试快，生产效率高，还配备了先进的气动和电
器控制系统，框架式的机身结构结合人体工程
学技术融合，由此可以让机器使用更稳定，操
作更简单，更快捷。

安徽振新孛辰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裱卡机
高速裱纸机
整机采用国际领先的运动控制系统，只需输入
纸张尺寸系统自动调机。裱纸最高速度160米/
分钟。面纸定位纠偏采用独一无二，自主研发
设计的侧规装置（专利），快速、稳定、运行
平稳。同时可选配稳定的翻转收纸机构，可实
现不停机收纸。

CF系列全自动高速裱卡机是我公司结合国内
外同类产品的优越性能研制开发的，适用于
高档的酒盒、彩盒卡纸对裱的专用设备。本
机可选配备不停机高速自动送纸、高精度调
胶轮自动追踪规位、人机界面自动控制，可
配不停机收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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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世界先进的低温超音速喷涂设备，喷涂火
焰和粉末粒子温度低（＜1400℃）、粒子速度
高（＞800m/s）；
碳化钨涂层致密，抗腐蚀性能好；
碳化钨涂层硬度（HV0.3＞1200）高、耐磨性
好，是电镀硬cr辊5-8倍；
碳化钨涂层应力小、韧性好；

上海运城制版有限公司

N2D88

广州市成良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E7B30

陶瓷微凹辊
微凹辊主要用于涂布行业，采用的是逆向蹭涂
技术。国内微凹辊大概分为两种，一种金属微
凹辊，一种陶瓷微凹辊，金属微凹辊在高速印
刷的情况下容易被磨损，我司研发的陶瓷微凹
辊首先保证涂布效果的均匀性，其次由于使用
其陶瓷材质大大提高了微凹辊的使用寿命。

N3A105

ST-CS 系列全自动高速裱纸机

瓦楞采购指南

碳化物涂层瓦楞辊、氧化铬涂层网纹辊

本机是针对水性干覆胶水所设计的机型。亦
可用油性胶水及预涂膜和无胶膜，一机四
用。本机采用电磁加热系统，加热速度快，
控温稳定准确，人性化的设计理念，使操作
更简单方便。多项专利设计使本机受到广大
用户的青睐。

N2A35

BJK1307/1310/1410型全自动卡纸贴面机

功能介绍：
1. 本机采用独特的压簧式前柜设计有效降低
了机械故障；配合智能控制确保贴合定位
准确。
2. 本机采用变频调速，PLC集中控制，模数转
换，运行控制准确。
3. 底纸采用双伺服控制，实现底纸到前规的及
时性和准确性，保证机器调整运转条件下设
备的精度。
4. 涂胶辊采用中高设计，配合滚花均胶辊，大
大提高了涂胶的均匀性，提高了覆合强度，
降低了客户生产成本。
……

GFM系列全自动多功能高速覆膜机

玉田县盛田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E7B110
广州市拓一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玉田县炬兴印刷包装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E7B210

全自动高速裱贴机（伺服机）

自动送面纸与底纸，面纸预堆式系统，提高工
作效率。PLC人机对话，操作轻松自如，并提
供故障诊断。多处安全保护确保操作者人身安
全。主要轴承与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元件确保电
器控制系统准确可靠。弹性前规定位，底纸不
超前；且底、面纸贴合前后可调。适合450克
以上的底卡纸与卡纸贴合，卡纸与A/B/C/D/E
瓦楞纸板贴合及双层瓦楞贴合。标配面纸纠偏
系统，提高贴合精度。

玉田元创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高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经台湾顶顺授权生产设备，拥用两项发明专
利：前缘送纸式飞达、感应补偿对位装置 。
电脑化高速贴合，最高时速150米/min(以纸张
而定)；侧规一键调整；可做300克以上卡纸

高速裱纸机生产线
本系列产品的机台板壁制造，全部采用大型加
工中心一次加工完成，保证了各个工位的精
度，保证设备的运转更稳定。
面纸的走纸机构：配置高速专用飞达头，不论
厚纸或薄纸，保证了走纸高速，平稳。
面纸升降台：为配全高速飞达，采用高强度涡
轮减速机，保证了瞬间提速稳定。
面纸载纸台：采用E型双缺口独特设计，可将
待生产纸张用手叉车直接推入，缩短堆码纸时
间，提高效率。
……

上海鸣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N2D196

全自动三合一裱纸机
成良机械贴合机，为印刷纸与瓦楞纸之快速贴
合利器，全机设计由三台自动送纸机（即印刷
纸送纸机及两层瓦楞纸送纸机），两组涂胶，
两组贴合主机，一组压合输送机组成，适合印
刷纸与A+A楞 A+B楞 A+E楞 B+A楞 B+B楞 B+E
楞 E+B楞，瓦楞可任意交换，也可作为印刷纸
与A B E瓦楞贴为三层纸板，还可瓦楞纸与瓦
楞纸贴为四层瓦楞纸板，为印刷工序加工设备
中，运转精确，操作迅速之高效能机组，给客
户带来节省人力的利器。

陶瓷网纹辊
英国Sandon Global于2004年在英国成立，并
致力于为印刷行业提供最高品质的陶瓷网纹
辊。从成立之日起我们便迅速成长并持续投资
于最先进的生产设备，使我们可在工厂内部完
成陶瓷网纹辊生产的全部流程。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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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2. 伺服补偿定位，保证前规定位精度要求；快
速换单生产，智能制造；
3. 裱卡、裱瓦两用，也特适合重型瓦楞、厚纸
板等一机多用途，节省设备采购成本。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上海村田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N2D101

常州市武进海力制辊有限公司

N4A15

印刷模切配套
青岛邦德器材有限公司

N5A35

激光陶瓷网纹辊
采用YAG激光器雕刻的网穴，因其可采用多脉
冲激光雕刻，网穴轮廓分明，网壁光滑，传墨
量精确，油墨释放性能得到明显改善，可满足
高精度柔性印刷的要求，并给清洗带来方便。
同时具有优越的耐磨损，耐腐蚀等性能，印刷
质量稳定，使用寿命长，综合成本低，质量达
世界前沿。

陶瓷镜面辊、消光辊
陶瓷镜面辊、消光辊被广泛使用在塑料、皮
革、造纸、纺织、包装印刷、钢铁等行业中。
但是相比较于传统的硬铬电镀层，热喷涂陶瓷
滚筒具有以下明显的优势：
1.耐高温
2.耐磨损
3.耐腐蚀
最大加工能力：600mm x L4500mm
光洁度：14级（粗糙度Ra0.02以下）

美国CUE模优力胶垫
陶瓷网纹辊
根据不同的承印材料，将油墨精确定量、均匀
的转移到柔印版面上

美国CUE公司是专业生产高质量的聚氨酯优力
胶垫的制造商，CUE是世界顶尖的优力胶垫品
牌。Timersaver优力胶垫是美国CUE公司开发
研制的世界上第一款圆模优力胶垫，目前，世
界各地的纸箱生产商已广泛使用美国CUE优力
胶垫，以确保其圆模设备高效率地工作，并模
切出高品质的纸箱产品

金属网纹辊
根据不同的承印材料，将油墨精确定量、均匀
的转移到柔印版面上

奥地利MARTIN-MILLER维京模切刀具
MARTIN MILLER公司，作为奥地利/欧洲联合钢
铁公司VOEST ALPINE集团的成员，在模切刀，
刀模钢，锯片钢和冷轧特种钢产品领域，是一
家品质领先的世界级制造商。MARTIN MILLER
产品通过遍布全球的分销商网络销售，包括
中国市场。自MARTIN MILLE200多年前创建以
来，MARTIN MILLER在所有核心业务里确认是
品质卓越的生产商。为了实现包装行业（卡纸
和瓦楞纸板）的所有应用，MARTIN MILLER提
供维京VIKING品牌全系列平模刀具和圆模刀具
产品。

瓦楞采购指南

080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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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A132

广东爱达森制版有限公司

上海开膨

N5A65

东光县博圣纸箱机械有限公司

N3C105

河北景县成博通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N5A02

青岛杰瑞包装器材有限公司

N4D145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Policart S.r.l.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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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M圆压圆模切胶垫
POLICART 圆压圆模切胶垫
POLICART 圆压圆模切胶垫的设计充分地考虑
到操作人员的安全。胶垫本身是不含任何金
属，操作人员仍然可以简单地沿着滚筒移动胶
垫和互换位置，操作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危险。
马牙扣的设计确保了牢固和紧密的贴合滚筒，
确保胶垫可以简单、快速移动 和有效旋转，
从而减少停机时间。

佛山市乐迪卡包装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N5B65

印刷版制版（柔性树脂版制版）
掌握了柔性版制版的先进技术，拥有齐全的
印前处理软件，可以处理制作来自世界各地
的电子文件。目前的制版精度已达到120Lpi/
in，2%～95%灰度网点层次的再现能力。与
此同时，爱达森已发展成拥有大批先进的制
版相关生产设备，其中包括大尺寸的3×1.32
ｍ的输出和制版设备，其中由法国V ianord
Engineering伟洛全自动洗版生产线引进两台，
可以24小时不间断生产，产能达到每天300平
方米，每月8000平方米以上。

嘉兴豪鼎制版有限公司

特工艺制作而成的全新E.X.M圆压圆模切胶垫，
每一批原料在使用前都经过详细检测，严格把
关生产过程，大大提高模切寿命和模切质量。
高强度纤维内衬，轻便柔韧不变形，显著降低
能耗，安装换位省时省力。榫齿结构，依托材
料本身的物理特性将辊与胶垫卯合，无需额外
固定。拥有市面上最为齐全的胶垫数据库，另
备有单宽、双宽、磨砂等特殊型号胶垫。

模切胶垫
平行轴式涡轮箱

进口原材料，提高胶垫寿命；可双向安装；辊
筒胶垫紧密贴合

调整轴与轴之间的距离

广州市爱堡贸易有限公司

E6B61
杭州科雷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N2D38

昆山巨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N5D03
模切胶垫

N2D70

胶垫 Anvil

佛山市百乐贸易有限公司

彩丽龙

模切底胶垫

具有良好的韧性；超长的耐磨时间；可减少
对模切板的伤害；易安装易拆卸，提高生产
效率。

成都泓杰伟业制版有限公司

N2D102

美国真点刮刀

N2D87

高清数码柔版成像机

科雷柔版数码成像机的推出，源于科雷高度成
熟并已于世界各地广泛应用的胶印CTP技术。
科雷专注于印前行业几十年，拥有多项国家级
奖励和众多知识产权专利。目前科雷全球CTP
安装量已经超过6000台，运转稳定，深受用户
喜爱。集合胶印CTP技术的精华，科雷特别推
出针对柔印领域的创新型高精度柔版数码成像
机，也就是HDI。

前沿送纸轮
1. 专业技术人员独立研磨，确保精度。
2. 最高端原材料制造，超高的回弹，高摩擦系
数，高耐磨及超高的撕裂强度。
3. 送纸精准，胶轮与铝轮精密贴合，不打滑。

模切胶垫
磨砂面，耐磨，耐用，耐高温，性价高

深圳市鸿力通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N2D86

液体制版系统

晋江市诚胜利模具有限公司

液体制版系统是一款由主曝光机，洗版机及回
收机三大组件组成，配套设备有洗版回收台、
保温箱、搅拌机。
本机经济实惠型，一键操控，制版幅面为
800mmx1370mm，适合中小型制版商，是一
款性价比较高的机型。
上、下玻璃是整个制版设备的灵魂，本机采用
美国超白进口玻璃，由彼友利集团总部-马来
西亚彼友利专业公司制造，其严谨的制作技术
使两片玻璃的接触面隙缝保持在±0.03mm以
内，做成的树脂版成品在±0.05mm以内。

开槽胶垫

UHMW

高清激光柔性版

源于美国真点刮刀实验室开发的白色刮刀
UHMW (Ultra High Molecule Weight)，这种高
分子塑料刮刀在瓦楞业使用有长久的历史，提
高了纸箱柔印的印刷门槛与全球竞争力。

公司拥有包装印前柔印制版生产线5条，全套配
置进口高精度、最大幅面柔印制版系统、激光
制版系统、杜邦Digiflow、DigCor平顶网点技术
及P+实地高清微穴技术，ESKO印前软件，色彩
管理及数码打样系通过，结合国际最新技术发
展潮流，致力于提升包装印刷品质和专业解决
方案，满足您追求高效率和高品质的要求。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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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D84

1. 接口贴合紧密，拆装方便
2. 超高的耐切次数
棕白色刀版弹垫
该款弹垫适用于要求很高的全自动模切 硬度
55°±2°使用寿命长可达80-100万次，反弹效
果非常好 可用于蚊香模切及2000g以下的灰板
纸模切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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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D75

装配在彩盒，彩箱，纸箱，手提袋等成品上
面。为大家出行，购物，搬运提供简单，方
便，快捷的服务。我们的产品全部由原料生产
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杂质，通过环保质量认
证，符合出口标准！

上海敏晨化工有限公司

糊钉箱机配件及工业皮带
美国阀科集团

厦门和易工业皮带有限公司

ERO非接触式电子胶阀涂胶站
1. 三条胶线可以独立设置长度；
2. 可以进行点状喷胶，明显节约胶水用量；
3. 带有自动擦嘴机构，防止生产间隙喷嘴干塞
问题。

Valco 接触式电子胶阀涂胶站

第四代全自动智能压版机

东莞市海翔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N1D87

印刷双面胶带
以玻璃纤维布为基材，涂布热熔型压敏胶水或
者橡胶，复合硅离型材料复合而成.胶带用于
把柔板固定在滚筒上。

昆山昌懋聚胺脂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N5A120

柔性版环保洗版液（高端型）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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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B109

N5A16

N2D142

柔性版环保洗版液（高端型）是在本公司第一
代柔性版洗版液的每些地方不足的基础上开发
的。适合高网点和簿版清洗。
干版时间比较短的洗版液，不含ODS成分，对
大气层无污染，使用时安全可靠，无需作特殊
防护。其独有的溶解特性，确保了洗版设备的
相对清洁，降低了设备的保养频率，减少了人
工和时间的投入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东莞市金天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彩盒塑胶提手（手提扣）
纸箱抽手扣（纸箱扣）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圆压圆模切胶垫
超耐的第三代模切胶垫是用特殊聚胺脂合成配
方制作，胶垫能承受更强烈的压力、冲击、模
切，使产品更耐久耐用。

美国阀科集团喷胶系统相比传统辊轮涂胶的优
势分析：
优势 1. 节约胶水用量
传统辊轮涂胶：
a. 满幅涂胶，胶量普遍过量；
b. 胶液处于开放空间中，胶液不断挥发且容易
污浊，存在巨大浪费。
美国阀科喷胶：
A. 利用涂胶站多孔涂头或多阀设计，喷涂 2-4
条均匀胶线，胶量适中；
B. 胶液处于封闭系统中，不存在挥发及污浊问
题，胶液 100% 用于粘箱。
优势 2. 提升粘箱品质
传统辊轮涂胶：
a. 满幅涂胶，压合后存在溢胶问题，引起纸箱
粘连；
b. 在生产高低速变化时胶量变化明显，造成低
速胶量偏大 ( 溢胶粘连 )，高速胶量偏小 ( 粘
结不牢开箱 )；
c. 高速生产时胶液飞溅，溅到纸箱上引起相互
粘连。
美国阀科喷胶：
A. 电子受控涂胶，宽度及首尾均可留出间隙，
摒除了压合后溢胶粘连问题；
B. 系统带有胶压跟踪系统，胶水压力会随着速度
变化而快速相应变化，保障涂胶量均匀稳定；
C. 胶水通过涂胶站直接喷涂到纸面上，无胶液
飞溅问题。
优势 3. 降低维护成本
传统辊轮涂胶：
a. 胶水处于开放环境中，容易受纸屑及粉尘污
浊并有挥发干结问题，需要经常清洗胶轮和
胶槽， 占用人工成本；
b. 胶液飞溅污浊机台及底板，需要花大量精力
清洁。
c. 胶轮损耗后，更换一个新的滚胶轮是非常昂
贵的。
美国阀科喷胶：
A. 胶液处于封闭系统中，不存在挥发及污浊问
题，长时间停机时仅需对涂头或喷嘴处简单
处理即可，整个过程只需 30s。
B. 胶水通过封闭式涂胶系统直接喷涂到纸面
上，无任何胶液飞溅问题。
C. 整个喷胶阀易损件仅涂头，弹簧及阀针三个
小部件，平均维护频率 1 次 /2. 5 亿纸箱。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N5B28

Xtend2糊箱喷胶系统
Xtend2实现非接触式的瓦楞纸箱边喷胶及智能
化的100%检测，用于水性印刷开槽糊箱机/纸
箱联动线，无浪费的喷胶，您的产品可获得更
高利润。
瓦楞纸板的非接触式侧翼喷胶将花费在清理和
设置上的时间降低至最少，Xtend2可防止浪
费，但同时即使在最高速度运行时仍然安全可
靠。即使在生产最复杂的的产品时，我们的高
性能系统也可使您获益匪浅。
1. 多头喷枪--速度和精度，强劲的冷胶喷枪以
及其配套的超强供胶能力，保证实现最大
的生产稳定性。在点胶模式中，可喷涂最
小量的胶水。最大胶压50bar和喷枪的最佳
供胶速度，这些配置可以满足适应您的个
性化需求。
2. 光学多线检测头--全面控制可持续检查喷胶
质量，不仅仅只针对复杂应用。胶是否位于
正确的位置？是否有其他位置被错误上胶？
控制单元上的检测头可以快速确定是否有疵
品需要被剔除。
3. 集成式水槽--将清理时间降低至最少。当不
使用喷枪时，喷枪放置在水槽中，以防止
其被污染、黏住或干燥。这意味着我们可
以保证系统再次启动时，喷枪立刻开始准
确的喷胶。
4. 续纸受控--最大程度地减少偏离,偏离可导致
大量不良品出现。这类情况不会在我们这里
发生，在我们的系统中，您可以预先设定公
差范围。如果达到或超过设定范围，系统则
会标记为不良品

PLTC-R802/B
Xcam糊箱质量检测系统
Xcam的Box Monitoring糊箱质量检测系统---为
现代瓦线连线/柔性糊箱机生产而生。
Box Monitoring糊箱质量监控–快速轻松地检测
缺陷。作为瓦楞纸板制造商，您面临着生产
速度和质量需求不断上升的压力。在机器设
备运行中的人工手动操作会大大降低生产速
度。自动化的质量检测是成功的关键。检查、
剔除并记录数据 ----- Baumer hhs 的Xcam Box
Monitoring质量检测系统可实现这一切功能。
1. 连线GAP 喇叭口/鱼尾测量----准确测量、分
析数据。这一新系统可在瓦线连线生产糊箱
末端，当四面瓦楞纸板连在一起时，准确检
查喇叭口/鱼尾现象。Xcam GAP 控制系统是
基于一项已获得专利的生产工艺，将高分辨
率摄像机和激光束结合在一起，使得该系统
的性能优于普通的摄像机系统。无论纸箱是
否被印刷，系统都将以毫米精度对前端与后
端缝隙进行检测。
2. Register 检测---确保印刷质量。Register检测
确保多达六种不同的彩色油墨相互之间处在
正确的位置上。油墨首次印刷位置是被作为
基准点的。在单次示范操作循环超过十张纸
后，基准值被记录到系统中。之后系统可快
速并轻易地识别与该基准值的任何偏差（测
量值/重复精度+ < 0.05 毫米）。所有数据均在
统计表中有显示且可恢复这些数据。
3. 槽深测量---检查切缝的位置和状况。使用摄
像头测量槽深，如果切缝位置错误或者完全
没有切缝时，可以很容易识别。如果任何纸
板碎片留在槽内，也可以识别。Xtend2屏幕
显示所拍摄到的测量值。

送（进）纸皮带

NZP-R60(AB)
送（进）纸皮带

佛山艾麦工业皮带有限公司

N2C01

宁波慈光同步带有限公司

N3A05

德企同步带轮制造（昆山）有限公司

工业皮带，轴承，带轮

橡胶同步带 rubber timing belt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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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N4A126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上海汉唐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模块式网带

规模化纸箱联线生产解决方案

模块式网带已成功地应用于全世界各行各业
中，其传输的稳定性及安全性等优势，已被证
明并受到广泛的肯定。
例如，在纸板制造和转换部分，模块式网带用
于将沉重的大堆纸板从堆叠机输送到运送部门
或输送至下一生产步骤。

PU带 PU timing belt

上海采扬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N1D02
瑞士 RAPPLON 瑞宝龙

佛山市利普达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N1D15

同步带
是以钢丝绳或玻璃纤维为强力层，外覆以聚氨
酯或氯丁橡胶的环形带，带的内周制成齿状，
使其与齿形带轮啮合。同步带传动时，传动比
准确，对轴作用力小，结构紧凑，耐油，耐磨
性好，抗老化性能好，一般使用温度-20℃到
+80°因此同步带具有耐磨性好，抗老化，耐
高温等功能

橡胶同步带
传动作用
糊盒机皮带

转弯带：瓦楞包装输送直角转弯
4000平面直线输送：底部安装驱动，以动态摩
擦的方式将滚珠以输送带行进方向呈直角，当
输送物到驱动器安置范围时，输送带面的产品
将会左、右两侧移栽运动，非常适合于分拣，
分流等物流输送。

产品为糊箱机专用橡胶平皮带，自动化一体
硫化成型，适用于各行业的轻型、中型机械
或印刷机械传动或物料输送的平面传动系列，
产品质量轻、强力高、使用伸长小、耐油耐
磨性好、带体柔软、节能、传动平稳、不偏位、
寿命长。

昆山司毛特工业皮带有限公司
佛山市利思达工业皮带有限公司

PU同步带

小森印刷机皮带
输纸皮带（原装）

深圳市星超工业器材有限公司

该解决方案对应展商资料截至3月1日，
更多展商详情请至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现场参观……

N4A15

N3C100

传动作用

南通拓新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N1C05

绿色 pvc 输送带

海德堡印刷机皮带

其胶面材质为聚氯乙烯，其构成为聚酯纤维布
和聚氯乙烯胶构成。其工作温度一般为 -10°
到 +80°因此 PVC 输送带 具有弹性好，不易
变形，耐高温等功能

输纸皮带（原装）

捷豹橡胶同步带
输送带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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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箱预印解决方案
纸箱预印解决方案

N5B12

青州神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N2C65

西安航天华阳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N2D110

上海名枫水墨化工有限公司

N2D134

纸箱预印解决方案

纸箱预印解决方案

纸箱预印适合于大批量定制
产品，而且可以满足用户对
大批量订单的高效生产及产
品高品质的追求且相对胶印
更环保。目前纸箱预印已广
泛用于牛奶、啤酒、水果等
大批量产品的包装。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云集
了国内外众多预印知名品
牌，如瑞士BOBST集团、
C O N P R I N TA 、 意 高 发 、 东
航、永成、青州神工、航天
华阳、陕西北人、欧格等。
同时，为配合预印设备发挥
更大优势，现场还有众多创
新性的制版设备、版材及制
版服务商及油墨配件、耗材
供应商参展，为您呈现一个
不一样的预印世界。

CONPRINTA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纸箱预印解决方案

“E飞”全伺服卫星式柔版印刷机
混合预印

预印机-添翼系列

CONPRINTA解决方案是混合预印，在指定的印
刷机中将模拟印刷和数字印刷相结合。IMD柔
版印刷系统和数字扩展能实现最高质量的预
印。 CONPRINTA提供的创新技术和软件真正实
现了“按需预印”，这种经济的工艺解决方案最
大程度支持了使用的灵活性。

适用于食品包装、烟酒外包装、药品、日用
品、工业品、纸箱预印等印刷包装制品行业的
卷筒纸张及塑膜的高速印刷作业。

潍坊东航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N2C115

“E飞”是具有国际领先技术水平的高端卫星式
柔版印刷机，整机选用西门子成套控制&驱动
系统，采用悬臂梁套筒式结构，操作维护自动
化程度高，配套功能齐全，安全通过欧洲CE认
证。

广东天龙油墨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低、中、高档水性油墨、窄幅柔版、
预印水性油墨、凹印水性油墨、餐巾纸水墨、
编织袋水墨、无纺布水墨及各类水性上光油，
具有年产过四万吨的产能。

山东联胜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N2C35

N2D110

N2B50

伺服跟标压线圆压圆模切机联动线

东航蛟龙系列柔印机

FCI250卷筒料卫星式柔性版印刷机

1.印刷稳定
2. 印刷高速高效
3. 精确套准
4. 不停机收放料
5. 远程诊断

FCI系列卷筒料卫星式柔性版印刷机是陕西北
人在国外技术合作基础上研制开发的一款高档
印刷设备，该机结构设计合理，控制技术先
进，自动化程度高，可采用水性油墨或醇溶性
油墨满足环保要求。

瓦楞纸箱印刷：TL型水性油墨
纸箱高清印刷：TLAZ柔版高清水性油墨
纸张预印印刷：TLAY柔印预印水性油墨
非吸收性基材印刷：适用于PVC、SPE、DPE、
PP、OPP、铝箔印刷

天津市进取鑫商贸有限公司
青州意高发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2A110

广东欧格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N2C105

N2D100

1. 强度高
2. 成型好
3. 模切精准
4. 节省原纸
5. 高效率
6. 节省劳动力

该解决方案对应展商资料截至3月1日，
更多展商详情请至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现场参观……

柔性版印刷机
1. 印刷幅面大，印刷宽度 1450mm，印刷周长
2000mm
2. 机械手自动更换版辊、网纹辊
3. 采用液压锁紧装置，印刷速度更快
4. 油墨全自动清洗，节省人工
5. 版辊筒可采用拼版印刷，节省版材
6. 安装互联网远程故障诊断功能
7. 配套印刷前预套印功能，精度更高，节省
印材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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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格卫星式柔印机系
设备优势：
1. 换单速度快：更换一套版辊，仅需20分钟便
可进行套准印刷；
2. 对版速度快：采用数控电动快速套准系统，
在1分钟内能完成纵/横向对版套准；
3. 套印精度高：套准精度±0.1mm，运行升降
速过程套印精度不会变化，停开机无需再次
套准，开机即可印刷；
4. 工艺流程成熟：采用“气浮式原理”烘箱结
构，干燥均匀；
5. 结构精密：压印系统全液压控制，压印力系
统控制稳定，版辊/网辊具备自动定位功能。

凹印塑料水墨
无毒、环保，光泽度高，印刷速度快，附着
力好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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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批量纸箱定制及数码印刷解决方案

主要展示代表未来印刷潮流
的“纸箱数码印刷”设备和方
案。随着互联网工业时代的
到来，纸箱加工个性化、小
批量定制越来越多，数码印
刷解决方案刚好迎合了这一
趋势。另外，使用数码印
刷方案制作样箱成本相对较
低，并且打印效率较高，有
些厂家还将此技术用于其它
创意产品的制作过程中。目
前已经有国内国外的十余家
数码印刷设备厂商参展。如
EFI、HP、深圳万德、深圳汉
华、江门金钩、泰威等。

数码印刷设备及成型设备

HP Scitex（赛天使）15500工业级UV喷墨平
板数码印刷系统
满足高质量生产需求，面向展示、货架式包装
和其他瓦楞纸短版应用
·扫描式打印
·6色
·UV墨水
·直接喷印在瓦楞板，速度高达650平方米/小时
· “瓦楞板夹具” 高效处理卷翘的工业化瓦楞板

上海贯众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Nozomi C18000

N5A15

瓦楞纸箱数字印刷机
CorrStream将喷墨技术与经过验证的太阳自动化
送纸和材料处理技能相结合，是第一款给纸箱
厂带来连续打印和输送的水基墨数字打印机。
让太阳自动化的CorrStream®增加价值并降低
成本：
·致力于瓦楞纸箱业的单程数码印刷系统
·由水基墨带来低运行成本和食品安全兼容性
·每分钟70米，每小时4500张、6000平方米
由太阳自动化设计、生产并提供支持服务

意大利TECO机械有限公司

N5B62

Nozomi C18000：Single-pass，LED, 最高印速
75米/分钟，360x720dpi，可配6色墨水+白
墨。能直接打印在纸板上，双排打印支持多图
像印版打印。支持多版本作业、最后时刻编
辑、实时更改，能够实现经济高效、高质量的
数字打印。

深圳市万德环保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N1B50
SUN Automation Group

E6B59

HighJet2500A - 瓦楞纸板扫描式数码印刷机
高速度-通过四色印刷，速度最高可达562平方
米/小时
高精度-标准配置使用了4个工业级京瓷喷头，
喷印精度达到600x1200dpi
稳定可靠-全系列数码打印设备是按照24小时
x7天生产作业模式进行设计的，选用各种符合
工业生产要求的耐用型部件，尤其使用京瓷工
业灰度级压电喷头只需细心使用和保养能够用
上多年。

WDR200工业级SINGLE PASS高速瓦楞数码印
刷机

浙江镭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速数字喷墨设备
高速喷印
最高速度UV墨水系统可达220米/分钟，水性墨
水系统330米/分钟。

博盒世（苏州）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N5A85

N3C75

纸箱自动化成型设备
T2n纸箱成型设备填补了TECO设备的空白。它
适用于两种不同的版本：标准水果纸箱或折角
水果纸箱。后一个版本可粘合和折叠几乎所有
常见的水果纸箱，从简单的开口箱，到citrus
箱和开口折角类型。设备特征：纸板仓容量
大，确保最高效益，全面安全保护，快速尺码
更换，只需少量部件的更换。

采用工业级喷墨打印头，精度高，效果好，
速度快，最高可达2.2米/秒，实际产能每小时
3600~12000张，可与传统印刷相媲美。

Q 1500

惠普公司

AWNP16G-2534N无版数码印刷机

WD200工业级SINGLE PASS高速瓦楞数码印刷
机连线烘干上光油系统
SINGLE PASS高速印刷，水性墨水环保，连线
烘干上光油，色彩饱和，兼具防水功能，实际
产能可达每小时1200~3600张

HP PageWide C500 瓦楞纸后印数码喷墨印刷
系统（平张）
·一次经过完成印刷 ( 单通道 )；
·平张瓦楞板进纸系统；
·胶印品质，涂层及非涂层纸；
·75 米 / 分钟线性速度下获得最高印刷品质；
·纯水性墨水，实现食品安全印刷。

太阳自动化供墨系统
公司的印刷解决方案可直接升级纸箱厂的现
有印刷机，也可供应给印刷机制造商作为机
械配置。“色彩大师”单刀刮墨系统提供了对网
纹辊表面全长度的均匀刮墨压力。高网线印
刷需采用高品质印墨以及纸板，而“精印”封闭
室刮墨系统则成为供墨之选。欢迎光临展台
参观。

埃菲贸易（佛山）有限公司

汉弘集团

N1C55

江门市金钩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N5A101

2.24米打印宽度，可应用所有规格瓦楞纸板
150米/分钟生产线速，满足工业生产需求
可与开槽、模切、折叠、粘钉箱、点数、捆扎
等后道设备无缝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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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市亿恒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双头纸盒成型设备FT4.01
适用于瓦楞或卡纸小托盘的成型与粘合的双成
型头自动设备。机械运动保证双成型头系统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以实现高生产效率和灵活
性。实际上，FT4.01的每个成型头可同时单独
成型不同结构和尺寸的小纸盒。可快速更换，
便于调整，可应用于多种不同领域，从生鲜产
品到糖果&糕点。

N4C50

Glory2504 - 工业级大幅面瓦楞纸板数码四色
印刷机

瓦楞采购指南

AWNP16G-2534N无版数码印刷机配备16个理
光G5喷头。另同时配备自动送纸和自动收纸
设备，实现多张纸板同时进纸并打印，大大的
提升了生产效率

单片式开口箱成型利器，开口托盘箱成型设
备。产量1000—1500箱/小时；可以覆盖目前
市场上各种瓦楞纸箱（盒）包装设计要求。模
具更换方便，超过25套模具供客户选择，最大
限度的满足客户需求。

YH2500-8H纸箱印刷机

MCT 1

YH2500-8H 纸箱印刷机，无需制版、洗机，采
用CMYK四原色喷印模式，方便快捷，低碳环
保。采用皮带传动，传动更精准。高强度导轨
梁，整体加工，静音导轨配合平面度误差小于
0.05mm，打印平面更稳定，精度更高。喷头
一键式安装，无需调节，即装即用。传动辊走
纸间隙可微调至0.2mm，瓦楞纸不会压扁、损
伤。纸张输送系统，全程吸风辅助，保证纸张
平整，打印效果更好。

小型托盒成型利器。产量1000—6000箱/小
时；可以覆盖目前市场上各种瓦楞或卡纸小包
装设计要求。模具更换方便，可根据客户要求
订制，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需求。
BOIX的产品以先进的技术，优质的制造，操作
灵活和低维护成本为客户带来价值，赢得了客
户的认可和赞赏。因为这些特点我司今时今日
设总部于西班牙阿里坎特地区并拥有在荷兰，
智力，墨西哥和美国的分公司。

N1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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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无需制版、洗机，采用高精度高耐用性压
电式工业用喷头，保养简易轻松，耐用时间
长。喷头自带温控系统，能有效克服各种低
温环境，无论春夏秋冬，东南西北均能稳定运
行。整机设计使用五轴伺服马达配合高精度行
星减速机，精度更高，速度更快，性能更稳
定。全新喷头清洗模式，全自动清洗，无需经
常调节，更省墨，更稳定。

青岛澳派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信奥科技有限公司

N5A08

N1B01
青岛澳派智能包装有限公司

智能化工厂及内部物流解决方案

广告包装智能裁切机
1. 模块化切割刀具组合：高速主动圆刀、高速
振动刀、高速铣刀、压痕刀、斜切刀、半切
刀、拖刀等适合切割各种PP纸、不干胶、
车贴等各种柔性材料，PVC板、KT板、雪弗
板、亚克力板、瓦楞纸、蜂窝板等硬材料
2. 防撞装置和红外阻断装置最大程度确保操作
人员的安全
3. 软件优势：纳捷自主研发的软件操作人性
化、智能化。且领先的软件开发能力，满足
了客户的一些特殊生产要求
4. 独家吸附技术，降低噪音，降低能耗

N1B01
东莞市超音速智能切割科技有限公司 N6B45

数控纸箱机
数控纸箱机

自动进纸，
横向开槽和碰线，
纵向压线和纵向切割，
横向分切和出纸

广州精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自动进纸，
横向开槽和碰线，
纵向压线和纵向切割，
横向分切和出纸

京山轻机

N4A35

2. 不易变形，高刚性
机器人臂使用特殊铝材料经过管押成型工艺
加工而成，具有很高的刚性。
3. 1000 套以上的导入业绩
作为瓦楞纸箱行业专用码垛系统开发的先
驱，我司有着丰富的设计经验及核心技术。
设计的码垛系统满足了不同客户各个工厂的
特别要求。也因此无论市场份额还是销售业
绩都是业界当之无愧。

台湾耐力股份有限公司

网带输送机

N5B53

90°网带转盘

纸箱厂输送设备

纸箱彩盒智能切割机器人

E6B10
宁波经纬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该解决方案涵盖了智能物
流、信息系统集成商、工业
机器人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
设备。众所周知，可视化、
智能化物流系统是纸箱智能
化工厂基础设施，是纸箱企
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智能物流的采用，可大大提
高工厂生产效率，降低过
程损耗，减少纸箱表面破
损。目前该解决方案专区
已吸引了：BDS、川崎、OM
Partners、FUJI、耐力、明暐、
永进、振远、不二输送等技术
成熟的国际大品牌。

内部物流输送系统

N5B70

台湾永进电脑有限公司

该设备适合纸箱印刷行业的生产企业使用，该
设备是通过工业计算机控制伺服电机来实现
复杂的图形切割，图形可以从AI、Autocad、
Coraldraw、Photoshop、CAD等图形设计软件
上获取，直接通过电脑进行操作，具有即导
即切、即切即好，快速切割规则、异形图形
的功能。可精确切割瓦楞纸、灰纸板、白卡
纸、塑料瓦楞纸、PE海绵、橡胶垫片、珍珠
棉、KT板、雪弗板、纤维复合材料、人造革
等材料。
穿梭车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no X50

CB03Ⅱ

uno X50使用的数码直喷技术，通过喷头将墨
滴高速喷射到瓦楞纸板上，使之呈现出丰富亮
丽的图像。这种非接触式印刷，更好的保护了
纸板，避免了露楞、露白等问题。无需制版，
数码直喷省去了做印版、出菲林、套准、调机
换版等诸多环节，可做到无缝换单，一单起
印，立等可取。同时数码直喷属于按需喷印，
更加节省墨水，也使得生产更为环保。

高端6轴高速运动控制系统；高性能软件集成
控制，裁切平面水平全自动调节；半断、全断
裁切，虚线、折痕/压线，实现数字化微调；
高标准设计，完全满足长时间批量生产需求；
全新智能分区吸风超劲风、强吸力（小样片吸
附不再困难）；滚动式台面设计，可选自动松
板装置，可实现卷材、板材等材料的自动化生
产，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整厂物流系统

N5A55
不二輸送機工業株式会社

N3A105

N5A37

功能介绍：
1. 高效提升仓储系统之管理及输送效率。
2. 管理及车间人员大幅提高工作及运作效率。
3. 机台由于整体补给运送效率的提升，亦可发
挥机器的最大效能
4. 可降低仓储及生产的成品储存时间及空间。

广东赛德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N6B21

BK3高速度数字化系统（中文）

常州纳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N5B87

BK3系列高精度数字化切割系统可自动高速、
精准地完成全切、半切、雕刻、V型槽、折
痕、标记等工艺，同时配备自动放料和收料系
统，从而快速完成下料和清料，适用于广告标
识、印刷包装等行业的打样及小批量生产。

该解决方案对应展商资料截至3月1日，
更多展商详情请至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现场参观……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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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 Ace 瓦楞纸箱全自动堆叠设备
功能介绍：
1. 能力
300 张 / 分（20 张 / 包时）
250 张 / 分（10 张 / 包 2 包抓时）
MAX:1250W*1250L*360H
MIN: 350W*250L*50H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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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箱盒型切割及打样设备

喷墨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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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A40

昆山东方同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N5B80

佛山市泰杨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N1D10

功能介绍：
纸板输送系统是赛德克基于西门子PLC为主
机，自主研发的控制系统，负责纸板输送系统
上所有设备的控制，系统具备自动/手动切换
功能。主要元器件均采用进口或合资企业产
品，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在充分合
理利用厂房空间和位置的前提下，对纸板实现
高效、稳定的输送、移位、暂存等动作。

山东深蓝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纸箱加工软件_自动化类

东莞市蓄量软件有限公司

翱盟湃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N5A173

E6C191

纸卷输送包装系统-止动分配器

原纸智能化仓库

止动装置是将复卷机上下来的纸卷按一定的次
序和间隔释放到V型链板输送机，将间断生产
变为连续输送。

功能介绍：
实现原纸仓储和输送过程信息化、数据化、精
确化、智能化的管理。

全自动智能物流系统

纸板输送系统

全自动智能物流系统，智能、经济、高效瓦楞
纸业物流输送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专家，一站式
设备供应商。

纸板输送系统分类：无动力输送系统、半自动
输送系统和智能化输送系统；
系统主要设备组成：履带输送机、电动滚筒输
送机、自动动小车、90°转弯小车、自动摆渡
车、平移机、自动送板机、无动力小车、无动
力滚筒输送线等。
系统功能特点：可满足客户对系统自动化程度
需求，纸板周转快速，有效保护纸板，空间利
用率高。

张家港神鹿机械有限公司

N4C01

功能介绍：
OM Partners是世界领先的从事供应链软件设
计、开发和管理咨询服务的专业性公司，致力
于为客户打造专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在包装
行业，公司有一套行业特定化的供应链解决方
案，OMP包装行业高级计划系统。该系统能够
为生产企业提供全面而深入的生产计划和控制
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在实现整体成本最低的同
事，缩短订单周期，并确保交单的可靠性。
在纸包装行业，我们与美国乔治亚-太平洋公
司(Georgia-Pacific)、国际纸业(International
Paper)、盟迪包装(Mondi Packaging)、司墨飞•
卡帕集团(Smurfit Kappa Group)、VPK 包装集
团(VPK Packaging Group)等公司建立了长期合
作的关系。 在中国，我们也已经和几家大型
的包装企业、集团合作，帮助他们实现真正意
义的“智能化包装厂”。

生管系统
功能介绍：
ERP系统、机台生管系统、机器设备三者无缝
对接，自动智能排单、排产、排程，节省人工

博思通软件
昆山腾成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N1C06

N6B01

N5B01

原纸物流输送系统

东莞市商达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结合瓦线的高速生产需求，解决人工操作复
杂，推出智能、高效的原纸运输系统原纸物流
输送系统。

N1A136

模组式网带输送系统

东莞市泉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N5B65

机械臂纸箱堆栈系统
Hercules机械臂纸箱堆栈系统可与不同印刷机
搭配，可由系统自行决定堆栈方式或依客户要
求设定堆栈方式；研发与维护人员皆为华人，
无文化认知上的差异，易于沟通；可配合各
厂实际生产线与客户需求布局设计；可配合客
户需求增设软件功能，响应迅速且费用较低；
独特整列机构设计，具有高速、平顺整列的能
力；堆叠过程可设定隔板纸自动垫纸动作，成
品自动输出；设备配置智慧系统，可实现厚度
自动侦测，堆栈基准自动定位，自动交丁铺纸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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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达纸箱厂ERP管理软件

原纸输送系统
原纸智能化物流
功能介绍：
实现原纸仓储和输送过程信息化、数据化、精
确化、智能化的管理。

模组带输送机
模组带式物流输送设备是简单但坚固可靠的输
送产品，它是以模组块衔接组合而成的，可以
根据客户要求组合成不同的长度、宽度、节距
和表面类型的模组带，具有使用寿命长、维护
成本低、损耗低的特点。与传统的滚筒输送机
相比，模组带输送机不会因为设备的输送表面
不平整导致输送产品有压痕或者高损耗，能大
大减少产品运输过程中的损失和浪费，有效提
高输送产品的利用率。与此同时，高稳定的运
行能有效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减少意外事故
的发生。

对纸箱厂产品订单自动计算单价、重量、立
方、面积及纸板用料张数，材料、成品进销存
仓存管理，产品工序实时跟进，现场管理录
入，计件管理等生产环节精准管理,支持条码
工单扫码入出库，产品品质管理模块，统一快
捷批量单价调整; 支持快捷送货、财务月结，
应收付帐款管理。严格的信用管控,成本毛利
分析，并可兼内外网同时使用，支持散单批量
导入计算价格用料功能，支持安卓、苹果手机
移动终端APP操作现场工序与查询使用。

纸品 ERP
功能介绍：
互联网营销一体化、移动办公、移动作业、
APS 高级排程、车间任务分配、MES 车间执行、
柔性调度、生产看板、触屏快速报工报产、智
能数据采集、PDA 应用、条码应用、智能仓储、
智慧物流、计件工资、决策支持等。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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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长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物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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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工厂及内部物流解决方案

上海企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N3D140

绍兴市高得软件有限公司

N1A130

功能介绍：
本产品属于低速、大扭矩同步永磁电机，可实
现电机直接驱动，能够满足工业驱动控制的精
密需求，具有体积小，扭矩大，功率大、控制
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等特性。可广泛应用于中
低速条件下高精度自动化控制领域。本公司可
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满足客户工况的低速
非标同步电机、选配编码器及驱动设备。并提
供个性化的研发，配套、安装、改造的技术解
决方案。

APS自动排程系统
综合考虑设备产能、工单参数，按机床效率最
佳、在制品积压最少、产出最大的原则，自动
进行整体排单，实现生产调度最优化，彻底解
决排单困扰。

苏州益维鑫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同步电机

N4D76

常熟市奥顿传动件有限公司

G6-ERP系统

N1D01

G6-ERP系统是面向包装瓦楞纸板、纸箱行业
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结合企业生产的实际情
况，将原纸、辅料、设备、资金、人员、订
单等资源进行优化利用，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效
率，增强企业应变能力、市场竞争力和整体经
济效益。

东莞市宇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N1A131
车头输纸带
输送纸板

欧瑞传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纸板企业管理软件
1. 纸板报价及配纸方案查询
2. 网络/手机下单
3. 信用控制及追踪
4. 纸板订单录入及订单进度追踪
5. 单/双刀生产排程
6. 完工入库及物流配车
7. 应收/应付管理
8. 纸板成本核算
9. 原辅料管理（含原纸二维码/RFID运用）
10. 经营分析

卡达计算机有限公司

N5C20

N2D63

瓦楞纸板机生产管理系统
功能介绍：
湿部控制部份
1. 同步走车；
2. 自动接纸；
3. 天桥控制；
利用喷墨技术：这是目前欧美大厂使用的最精
确计算技术。它是利用在芯纸上喷墨记，然后
在天桥导纸器附近感应墨记，从喷墨到侦墨完
成全部由电脑自动追踪计算，所以准确度可以
控制在2米之内。
SD20-E总线型伺服系统

河北西旺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视觉智能纸板弯翘检测控制系统
·类AI智能扫描
·自动检测纸板曲翘
·可与生管或相关系统联机，可使纸板更平稳

N6A07

功能介绍：
SD20-E系列产品是欧瑞传动最新开发的一款高
性能总线型伺服驱动器。具有1.2kHz的响应频
率，满足大部分客户的需求，同时支持全闭
环、多段位置、支持增益切换、中断定长等
功能，丰富的功能满足了客户现场的使用。
针对专用场合，该系列产品还集成了PLC功
能，客户可通过代码做简易的编程；支持内置
EtherCAT、CANopen总线功能，可以更好的适
应工业场合。

该解决方案对应展商资料截至3月1日，
更多展商详情请至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现场参观……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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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环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有着二十多年发展历程，专业生产各种液压打包机和附属
设备。我们主要产品有：全自动卧式打包机，半自动卧式打包机，立式打包机，双轴撕
碎机等。我们的专业队伍可根据客户现场需求，为每个客户设计相应的产品方案。
废纸处理清废系统作为本展会的重点推荐项目，适用于纸箱厂，造纸厂等边角料、废
纸、报纸等松散物的压缩打包。本系统机器采用高性能、低噪音的液压回路，配套进口
油压配件，具有性能稳定、低震动的效果。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history, GUANGZHOU GLOBAL GREEN MACHINERY is leading
business of recycling machines such as AUTOMATIC BALING MACHINE, SEMI-AUTOMATIC
BALING MACHINE, VERTICAL BALER and DOUBLE SHAFT SHREDDER. Our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 will give our different special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request.
WASTE PAPER TREATMENT SYSTEM is our strongly recommendation project in this
exhibition. This machines are suitable for carton plant and paper mill to settle the problem
of waste scraps. Using high efficient and low noise hydraulic system, it is with advantages of
stability and low vibration.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未来工厂配套及绿色环保解决方案
纸卷分切设备
昆山映树达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主要展示近几年开始流行的
环保瓦线温控节能降损技
术、废水处理解决方案及废
纸回收解决方案等。近年
来，伴随着国家环保要求的
逐步提高和“最严环保法”的
大力实施，造纸和印刷包装
产业被列为环保重点监控行
业，对锅炉整改、废水废气
处理、VOCs 治理及废纸回收
等工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达标就整改，整改不好立
马停限产，节能减排问题成
了多数纸箱厂的心头大患。
为帮助广大纸箱厂走出当前
困境，在2019中国国际瓦
楞展上，汉钛、禾晟、和华
等将现场展示环保瓦线温控
节能降损解决方案；西安海
焱、东莞粤翔等也带来了前
沿的废水处理解决方案；旭
田、佳宝、力生等将展示适
用于广大纸板、纸箱厂的废
纸回收解决方案。

废纸回收系统

原纸卷分切大盘锯

N4D08

昆山雷耀煜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部设立在
中国百强县级市昆山市，专注瓦楞包装行业十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纸板生产线工艺提升、节
能技术及周边配套设备研发及推广，经过多
年的不懈努力，在瓦楞纸板线蒸汽系统智能控
制，智能疏水系统，冷凝水回收系统，原纸卷
分切大盘锯等领域取得了行业领先的技术及经
验。给广大客户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纸板质
量，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持。

昆山优源胜机械有限公司

力生環保機械有限公司

大型全自动卧式液压打包机

广州市环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自動油壓打包機

新款带锯原纸切割机,切纸直径600mm-1550mm
之间任意尺寸，切纸损耗只有2mm，切纸门幅
3米（可根据客户需求订做），无尘式切割，
所有零部件耐磨耐用，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
原纸分切机
主营产品有:
1. 卷筒纸分切机专业生产与销售。
2. 卷筒纸分切上门加工服务：根据客户需求提
供机器及工作人员上门将泡水、虫咬、大
码、特殊码等卷筒原纸分切、进口/国产牛
卡纸、瓦楞纸、白板纸等产品都在加工范
围内。

產品特色：
·高效能、低噪音的液壓回路系統, 全部採用美
國進口的油壓配件
·所有油缸均採用日本進口優質密封圈, 質量可
靠, 使用壽命長
·獨特的分散型剪刀設計, 提供了切紙效能, 節省
能源, 使用壽命長
·自動捆線裝置速度快, 結構簡單, 故障率低且易
於清潔保養
·出包長度可自由設定, 記錄出包值準確
·油壓穿線裝置出力大, 動作準確
·可配吸管式分離器設計, 對碎紙的處理能力
增強

南通佳宝机械有限公司

该产品适用于纸芯管、瓦楞纸板、模切产生的
尺寸较大的瓦楞纸板的破碎回收，经破碎后，
纸板、纸管呈片状，而非传统的块状，再由风
机吸入打包机压缩打包。专为纸板、纸管设计
的破碎一体机，效率快、处理量高、人工操作
简单，且安全高效。

健华打包机制造（香港）有限公司 N5C30

纸芯粉碎机

昆山雷耀煜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卧式打包机
主要用于压缩白卡纸、报纸、牛皮纸、薄膜
袋、碎布、塑料等物料，无需人工捆扎包块，
减少废物存储空间，节约达80%的堆放空间，
降低运输费用和人工成本。

N5A125

多功能全自动卧式打包机

KBM5系全自动废纸打包机

纸芯粉碎机是一款利用高速旋转的刀片来击碎
物料的机械，刀片采用高精密段打合金钢，经
久耐用；该设备具有通用性强、生产率高和使
用安全等特点。

N5A170

JP1500-YT 纸箱&纸板破碎一体机

N5A01

新款带锯原纸分切机

专门用于废纸、废旧纸板，纸箱厂边角料，
废书本，废杂志，塑料膜，秸秆等松散物的
回收压缩打包。

N5A63

JPW150QT-S卧式全自动打包机
适用范围：
全自动卧式液压打包机，应用于塑料制品、塑
胶、纤维、垃圾处理等行业使用。
特点：
1. 上下穿丝捆包
采用上下穿丝捆包结构，不易脱落散包。
（左右穿丝时，有些物料容易滑丝，比如塑
瓶、纤维等
2. 可选配预压装置
采用特殊的预压装置，会使包块密度更高，
包型更完美。
3. 可加装粉碎机
根据各种材料在上料口可加装撕碎机、瓶
穿孔器、纸箱破碎机等，方便压缩，提高
效率。

1. 高效能，低噪音的液压回路系统，全部由进
口的油压配件组成，确保整机的性能稳定。
2. 独特的分散型剪刀设计，提升了剪切效能，
节省能源，延长机械使用寿命。
3. 自动捆线装置速度快，结构简单，故障率低
且易于保养。
4. 推盘与主活塞杆采用旋转连接设计，可消除
主轴上的扭矩，大大延长油封寿命。
5. 采用PLC程式控制系统，人机介面操作面版
及LCD状态显示设计，操作简易且安全性
优越。
6. 高配置的打包产品并采用快速油路，使夺包
速度更快，更进一步节省储存堆放和运输
成本。

江苏旭田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主要用于卡纸、塑料、纤维等多种常见物料的
压缩打包，采用全自动化操作系统，无需专职
工人操作，达到高效快捷的理念。

东光县锋伟包装机械厂

N1D134

N5A50

单缸液压废纸打包机
主要适用于大型废纸回收公司的废纸边、纸
箱、稻草、麦草等松散物料的压缩打包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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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工厂配套及绿色环保解决方案

未来工厂配套及绿色环保解决
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未来工厂配套及绿色环保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未来工厂配套及绿色环保解决方案

上海川鼎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宜兴市锦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HY-废水处理系统

N2D190

N2D01

武汉哲顺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第6代油墨废水回收装置
有效提取油墨废水中油墨的有效成分，再次调
制成油墨，二次利用，废水经过多重净化，可
循环再次清洗机器设备

HY系列油墨废水处理回收再利用设备，致力
于让印刷行业更环保的理念，并积极与行业协
会，环保部门等配合，努力做到为客户提供最
优的工艺处理方案，和性价比最高的数字化绿
色清洁能源水墨废水处理回用零排放设备，实
现在印刷生产过程中节能减排、降耗增效设备
的研发和制造。

N1A01
水性油墨污水处理设备
公司经过多年技术攻关，研发出水性油墨污水
处理设备，润版液过滤设备，冲版水及(CTP)
显影液废水回收设备，印刷润版液过滤设备，
综合污水处理设备，锅炉水软化设备，VOCs
废气处理净化装置等。

双缸液压打包机
主要适用于大型废纸回收公司的废纸边、纸
箱、稻草、麦草等松散物料的压缩打包

恩派特江苏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N6A40

水性油墨污水处理循环系统
该污水处理循环系统通过物化方法有效去除污
水中的污染色，达到清水的清澈度。并中和污
水的酸度、碱度，去除污水里的有害物质，使
其沉淀后固废分离。通过逐级过滤，可达到国
家综合污水排放标准一级。即可排放、可循环
使用。

VOCs废气处理装置
VOCS空气处理设备

ZS-WS/W系列油墨废水处理设备+生化系统+
反渗透设备
这套处理工艺包含水性油墨废水预处理设备+
生化设备+反渗透设备。生化设备包括厌氧反
应池、好氧反应池和二沉池三个单元。整套
设备出水水质能够达到《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 8978-1996）中一级A排放标准。

上海咏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卧式打包机
用于压缩各种垃圾，包含废纸箱，废纸板，塑
料，橡胶等。多次加料一次成型，压缩后的包
块从压缩腔的前部推出。整机配置了西门子电
机，施耐德电气，英国造密封圈，德国耐磨钢
板，是外资企业和大型企业的首选产品。

东光县邦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本产品采用高能高臭氧UV紫外线光束、氧化
反应催化剂、高能离子发生器的工艺来降解恶
臭气体（有机废气），改变恶臭气体，此处理
方式.可冷知成气、有理气体及去除颗取，再
经过除雾段处理后，排入大气中。

上海大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芈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N3D196

N3B107
DJ=3000型全自动型

CTP洗版水、废显影液处理一体机
通过分离技术，将粒径0.01·0.001μm的物质去
除，将微小悬浮物、胶体等杂质截留，从而实
现对原液的净化、分离和浓缩的目的。采用超
滤膜水处理技术处理印版显影液废水分离，不
仅达到可排放标准，而且能够再生回用，从而
实现、污水资源优化。

西安海焱机械有限公司

N2D103

水墨污水处理设备
水墨污水经处理后能达到国家规定的纳管排放
标准，也可作为企业自身工业洗涤回用。

102

通过活性炭吸附法、光催化氧化法、RCO RTO或
组合法有效处理印刷行业的废气，达标排放。

N2D198

印刷污水处理成套系统

瓦楞采购指南

N3C05

印刷污水处理成套系统是一体化设计，采用
不锈钢304材质制造（加药桶除外），电气系
统PLC程序控制，液晶显示，药剂报警，整个
废水处理系统全自动化操作。无人为干预，
降低药剂用量、减少处理成本。采用PH值感
应装置，监察废水中PH值，精准、自动添加
药剂。

本公司有大、中、小型污水处理设备、现有
纸箱厂专用处理设备。产品型号有：DJ-5000
型、DJ-3000型、DJ-2000型、DJ-999型、DJ666型。也可根据客户特殊要求进行订做。本
公司设备采用PPA材质，防腐蚀，经久耐用，
单机使用体积小，操作简便，运行成本低，现
已有多家纸箱印刷包装企业使用本公司产品，
并取得客户的一致好评。

无锡政清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N2D144
污水处理设备
我司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废水废气
环保设备。公司分为三大部分：废水处理设
备部、VOCs废气处理设备部 、环评及环评
验收部。公司技术骨干余人，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

瓦楞采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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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及环境改善设备

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2019年 4月8~11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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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工厂配套及绿色环保解决方案
N3C103

印刷废水处理一体机

检测仪器类
Renova

东莞市海达仪器有限公司

N2D96

上海森屹量具有限公司

N3D76

东莞市勤达仪器有限公司 N4D140/N2D67

N5A135

根据不同的水质，具有6种处理工艺选择：物
化、臭氧氧化、电解、生化、膜过滤和蒸发工
艺，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或中水回用。

佛山市布美兰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N5A164

纸板耐破度测定仪
原纸移动推杆
Moviroll-它们使操作员可以毫不费力地安全地
操纵大型和小型纸卷。Moviroll MRE电池驱动
的滚动推杆配备24V DC IP44电机，由24V锂电
池供电。

杭州品享科技有限公司

N5B20a

QD-3000纸板纸箱综合测试仪

PN-BSM600纸板耐破度测定仪是国际通用型缪
纶（Mullen）式仪器，是瓦楞纸板纸箱耐破强
性能测试的基本检测仪器。主要用于测定各
种纸板及单层和多层瓦楞纸板（也可用于丝
绸、棉布等非纸质材料）的耐破强度（亦叫
爆破强度）。

能测试纸板的厚度、耐破、边压、粘合强度等
纸张水分仪

杭州研特科技有限公司

N5D143

HD-A501-500新款小型抗压强度试验机

东莞市恒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N3D79

纸箱抗压试验机是一款专业用于测试纸箱抗压
性能的试验机，适用于瓦楞纸箱、蜂窝板箱等
包装件的耐压、形变、堆码试验。并兼顾塑料
桶（食用油、矿泉水）、纸桶、纸盒、纸罐、
集装容器桶（IBC桶）等容器的抗压试验。

气动隔膜泵
实现瓦印上的油墨运输

板耐破强度测试仪
压缩试验机
测量原纸的环压，纸板的边压强度，平压强
度，粘合强度

电脑测控压缩强度测定仪
压缩强度测定仪
PN-CT300B压缩强度试验仪（也叫环压仪，压
缩仪，边压仪），是我公司按相关国家标准规
定研究开发的一种新型高精度智能型试验仪。
主要适用于厚度为0.15～1.00mm的纸张环压
强度（RCT）；瓦楞纸板边压强度（ECT）、
平压强度（FCT）、粘合强度（PAT）及直径小
于60mm纸芯平压强度（CMT）和原纸平压强
度（CCT）等的测试，是目前国内性价比非常
高的一款高精度压缩强度试验仪。

上海佳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4D73

用于纸张环压强度的测定、纸张 CCT 和 CMT 强
度的测定，纸板纸箱边压强度的测定、纸板纸
箱平压强度的测定、纸板纸箱粘合强度的测定。
HD-A502S-500电脑式纸箱抗压强度试验机
纸箱抗压试验机是一款专业用于测试纸箱抗压
性能的试验机，适用于瓦楞纸箱、蜂窝板箱等
包装件的耐压、形变、堆码试验。并兼顾塑料
桶（食用油、矿泉水）、纸桶、纸盒、纸罐、
集装容器桶（IBC桶）等容器的抗压试验。

水分测定仪
纸板耐破度测定仪

测量各种物质的水分，快速而准确。

测量纸板的耐破强度
微电脑耐破强度测定仪
用于纸张、纸板和纸箱耐破强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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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箔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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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鑫科检测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N4D148

在线水分仪
连续检测物质的水分，输出信号。

杭州纸邦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N3D04

耐破度仪
XKY-888智能纸箱抗压强度试验机
本仪器是检验纸箱或其它包装容器耐压强度最
直接的测试仪器，用于判定纸箱的抗压能力，
并可做持压堆码的测试，试验的结果可作为工
厂堆放成品包装箱高度的重要参考或是设计包
装箱的重要依据。

深圳蓝博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型号：– 16031（纸张用）
– 16032（纸板和瓦楞纸板用）
测试范围：50–2000kPa(16031)
250–6000kPa(16032)
加压速度：95±5ml/min (16031)
170±15ml/min (16032)
精度：0.5%

N1C176

该解决方案对应展商资料截至3月1日，
更多展商详情请至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
现场参观……

耐破度耐破度仪仪
按国际通用型缪纶（Mullen）方法设计，是各
类纸张及纸板耐破强度性能检测的专用仪器。

宝旺模具有限责任公司由刘杨先生成立于2004年，至今十余年专注从事纸箱模具行业。已积累多年丰富制模经
验，集研发、制造、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专业制模厂商，拥有各种先进制模设备，力争行业中的佼佼者。

压缩试验仪
压缩仪
ZB-HY3000压缩强度测试仪是测定纸张环压
强度（RCT）、瓦楞纸板边压强度（ECT）、
瓦楞纸板平压强度(FCT )、瓦楞纸板粘合强度
(PAT)、瓦楞原纸平压强度(CMT)的专用仪器ZBHY3000。

型号：17051
测量范围：50-5000N
单位：N,lb,kgf
测试有效高度：76mm
测试速度：1-50mm/min
返程速度：60mm/min
上压板尺寸：125×125mm
下压板尺寸：170×125mm
精度：0.5%

成立至今，公司销售市场不断扩大，遍布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山东、内蒙、河南、湖北、
江西、湖南、安徽、重庆、四川、贵州等省直辖市。自2004年天津宝旺公司成立后，为更快捷服务于市场，于
2007年建立武汉宝旺公司，2011年建立重庆宝旺公司，至此服务整个华北地区、华中地区、西南地区。
天津宝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镇王秦庄工业园
销售部：022-86872362 86872363
传真：022-86872360 E-mail:tjbwmj@163.com QQ:834805273
武汉宝旺模具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龙鑫工业园5栋3号门
销售部：027-83089392 83089596
传真：027-83089390 E-mail:whbwmj@126.com QQ:247997328
重庆宝旺模具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山街道泉山村胡家厂
销售部：023-62625539 62625537
传真：023-62625538 E-mail:cqbwmj@163.com QQ:241842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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