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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纸容器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位号：N2A110青州意高发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柔性版印刷机

产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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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N2B50潍坊东航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航F2系列中幅柔印机

产品亮点：
东航F2系列中幅柔印机是东航推出的一款高端产品。幅宽830mm-1200mm。
可以在铜版纸、卡纸、无纺布、轻涂纸、牛皮纸、纸塑复合材料等多种材料
上印刷。可以广泛用于纸杯、纸盒、食品包装袋、包装纸、快递袋、牛奶
包、纸袋、无纺布等印刷领域。

展位号：E6C75上海宾启实业有限公司

蛋糕盒底托成型机

展位号：N2D110广东天龙油墨有限公司

水性油墨系列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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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蛋糕盒围边焊接机

更多解决方案，更多知名品牌展商以及相关设备产品介绍，期待下期揭秘……



彩盒梦工厂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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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印刷包装生产
效率提高20%-25%

运营成本降调
15%-20%

新产品研制
周期缩短50%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
降低8%-10%

产品质量投诉率
降低15%-20%

价值

生产工艺流程解析

梦工厂亮点

传统工厂与智能印厂对比

智能纸箱厂核心模块建设

智能印刷
执行系统

智能物流
系统

生产运营
管理平台

网络协同制
造管理平台

梦工厂介绍

梦工厂将选取业内具有代表性的领军企业，由界龙包装统筹，采用

产品设备展出加视频演示的展出模式，首次在展会现场生产线展示

中加入MES系统，物流系统、仓储系统等智能化应用，更加贴近完

整实景生产场景，打造全新观展体验。

产学研联合1. 品牌终端

2. 界龙包装 3. 知名设备商

4. 真实生产订单 5. 现场实景演示

+ + =
知名包装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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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平台

20场创新包装采配宣讲大会
与终端用户零距离对话
创新包装采配宣讲大会将于2018年4月8-10日在2019国包装容器展同期举办，大

会为期3天，将邀请20余位国际知名品牌企业的包装及负责人亲临现场并发布集

团新的包装及包材采购计划、包装供应标准、品牌包装创新趋势及供应商资质要

求等。预计大会规模将超300人。

席位有限，参与从速

报名方式：

联系人：王星月 Stella Wang

+86 10 5933 9385

xingyue.wang@reedexpo.com.cn

“金桥梁”
采配对接专题馆

5大采配专场
与60家采配终端
一对一交流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2019中国国际瓦楞展联合2019中国包装容器展

共同打造“金桥梁”采配对接专题馆，致力于为包装印刷企业和品牌终端

采购搭建一个高效采配对接的桥梁，将邀请100+有明确采购意向的品

牌终端入驻该馆，并举办5个采配主题专场，逾60家品牌终端一对一

采配对接交流，20场国际知名品牌创新包装采配宣讲大会，是2019年

度包装供应商与品牌企业互通有无、缔结商贸的不二之选。

食品包装采配专场 饮料包装采配专场

生鲜包装采配专场餐饮及外卖包装采配专场 特色农副产品包装采配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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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品首发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EW2019新品首发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位号：E6C100温州锐志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RZJD-G350J全自动高速尖底纸袋机

产品亮点：
该机适用于牛皮纸、条纹牛皮纸、油光纸、食品淋膜纸、医用纸等纸张材料；
整机采用卷筒纸上料，可以一次性完成喷胶贴膜、上边胶、刺口、成筒、切
断、折底上底胶、袋成型；广泛应用于食物、快餐、礼物、商品、医用、航
空等包装领域。

糊盒检品一体机SE650-C/850-C/1100-C

本产品系列适用于药盒、烟盒、酒盒、化妆品盒及食品包装类的糊盒与印刷
质量检测，是彩盒检品的首选解决方案。

产品特色：
1. 二合一集成化设计，将检品和糊盒两个工艺流程合二为一，节省人工提高
   生产效率；
2. 在盒子进入折叠糊盒的工序之前有效拦截有印刷质量缺陷的产品，避免浪
   费、节省成本，同时提高了终端产品合格率；
3. 检测全面，内嵌品控系统加MES系统，集成检测印刷质量及电子监管码、
   二维码等可变信息、数据对比和外观质量，可完全替代离线检品机；
4. 模块化设计，有利于后期升级加装选配机构；
5. 操作简便，对操作机长无技术要求，换单时间仅5分钟；

NEW

展位号：E7A61瑞安市华融机械有限公司

WLTD-1全自动天地盖纸盒成型机

产品亮点：
提高工作效率是人工的10倍，不受外部气候、环境影响都可以正常生产各种
单张纸天地盖纸盒。
本机操作简单、可靠，可以生产市场上已有的各种瓦楞纸或裱卡纸天地盖纸
盒规格无需变更现有的模切刀版。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和工作效率。
设备可以生产前后软边的瓦楞纸、自带自动折边、自动喷胶系统。低能耗；
每小时耗电在7度左右，高效率； 快50只/每分钟，需要胶水质量配合生产。
瓦楞纸标准生产45-50只/每分钟，350g以上纸张纸标准生产40-45/只每分钟（原
有速度 快；32只/每分钟）。极低的报废率；千分之3-5只。
不改变设备任何零部件情况下，可以立即生产目前市场上99%的各种单张纸
天地盖纸盒。

展位号：E6B35舜奕新机智能科技 (昆山) 有限公司

神秘新品
彩盒展现场揭晓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位号：E7B50唐山新联印刷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XLTSJ-S-1200P穿塑料提手机

产品亮点：
穿塑料提手机是我公司自主研制开发的一款新产品，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具备先进技术水平，整机自动程序化控制，机，光，电，气融为一体，操作
简单方便，安全可靠，适应各类纸制品箱，彩盒的塑料提手穿插作业，特别
是奶箱，饮料箱，食品，酒盒，玩具盒等的片状产品。

展位号：E7B65中科天工智能装备研究基地

全自动烟盒制盒机

产品亮点：
TG-FR45P型全自动烟盒制盒机，高端精品烟盒包装领域的领导者。
全自动烟盒制盒机高度还原"手工制盒"工艺流程，采用多工位转盘并行生产，
自动循环加纸、在线诊断故障自动报警，操作维护简单，运行稳定效率高。
参数智能调节，自动注胶，凹版涂胶节约40%用胶量。采用分体式机组节省
占地面积，换模简单灵活，盒型尺寸适应范围广。

展位号：E6C105瑞安市创丰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7B130东莞市龙行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产品亮点：
本机适用于生产各种类型和规格的纸吸管，如直径5mm; 6mm; 8mm; 10mm; 

12mm等。
1. 本机采用PLC控制，主机配有变频调速，人机界面为触摸屏，设置简单，操
   作方便。
2. 切割部分采用伺服多刀切割系统，伺服电机同步跟踪切割，精准度更高，
   省时高效。
3. 机身及主要配件采用不锈钢材质，保证产品卫生环保。

CFXG-50 不锈钢型高速纸吸管机

和谐1号 高速全自动天地盒成型机（型号：LS-300A）

产品亮点：
LS-300A全自动天地盒成型机生产线是我公司自行设计开发的制造高档礼品盒
的理想设备。专业生产各种礼品盒，如香水盒、手机盒、珠宝盒、茶盒、化
妆品盒等。设计合理，性能稳定，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全自动酒盒制盒机

产品亮点：
TG-WB25Z型全自动酒盒制盒机，专业用于生产高档酒包装盒、抽屉盒、精装
书本套壳、立体式纸盒包装等的优质设备。该设备生产线可适用于各包装行
业，如喜糖盒、电子产品包装、高档鞋盒、护肤品盒、茶叶盒、书套封面、
CD/DVD套壳等。该机设计独特，性能可靠，采用PLC控制，观点跟踪定位，
并选用触摸人机界面等，完美实现全自动化智能生产。
本机自动上胶、自动烘干、自动成型，有效地代替人工生产，大大地提高生
产企业生产效率与礼盒成型质量。
本产品凝聚了中科天工多年行业经验和多项自主创新专利成果，具备多品种
柔性生产和精益生产的特点和功能。

想了解更多知名展商新品细节，请至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现场！

糊盒检品连线SE600CF

本产品适用于模切后的小单张印刷包装产品的表面质量检测并与糊盒机对接。

产品特色：
1. 可与市面上大多数糊盒机连线使用，并可依据企业糊盒机定制连线检品机；
2. 对接糊盒机送纸部，将检测与糊盒两道工序合并、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节
   省人工成本；
3. 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不同需求，搭配相应功能模块，适应性强；
4. 印刷面朝下式反面出纸，避免划伤；

展位号：E7B40玉田中博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TYM1080HZ自动深压纹烫金模切机

产品亮点：
该机 大压力500吨，3纵2横5轴电化铝走箔箱，既能烫金、模切又能深压纹，
一机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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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表面处理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新型表面处理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60冷烫单元

产品特点：本装置能与任意品牌、幅面的胶印、柔印等印刷机配套加装
应用领域：烟包、化妆品包装盒、牙膏盒等高端包装物
技术参数： 高冷烫速度12,000张/小时

i60c离线冷烫机

产品亮点：
能与任意品牌、幅面的胶印、柔印等印刷机配套加装，适合烟包、化妆品包
装盒、牙膏盒等高端包装物， 高冷烫速度12,000张/小时

解决难点:
◆ 传统覆膜工艺效率低,能耗高预热时间长
◆ 难以控制成本
◆ 无法叠加压纹凹凸工艺,覆膜分切局限性大

展位号：E7A140上海耀科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JY-1450T全自动烫金机

产品亮点：
中国大幅面烫金模切两用机，满足高端纸箱表面整饰美观要求 全自动多功能覆膜机MTM-106G

产品亮点：
· · 送纸机构,伺服自动高速飞达，不停机送纸装置；· · 气动拉规，高速齐纸，无
划痕；· · 压光除粉，有效除粉，增加产品亮度减少胶水用量；· · 涂布机构，精
密陶瓷网纹辊涂布，节省用胶量；· · 电磁加热，快速升温，节能环保；· · 烘干
机构，热风循环系统，高速烘干，节省用电；· · 分切机构，伺服链刀分切，适
合OPP、PET、PVC薄膜分切；· · 收纸机构，三面齐纸，自动降速，双张排除。

展位号：E7A140盐城东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史丹利蒙多功能PUR覆膜分切机

产品亮点：
· · 触幕屏带图像显示, 即使一人操作也轻松自如；· · 轮转热刀整幅切割，确保厚
度从10到50µm的各种类型的膜能够被无张力而精确的熔断；· · 主轴可承受大
至6000m (6550码) 的薄膜卷，轴心直径为3寸 三滚筒上胶系统实现薄膜与纸张
完美贴合；· · 双清洁单元包括两套毛刷和加热压光辊，有效清洁印张表面，提
升光泽和平滑度，实现完美覆膜质量；· · 传送滚筒灵活可调，适用于不同宽度
的薄膜, 大大减少换版时间；

展位号：E7A35温州永顺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高速热刀型覆膜机

产品亮点：
YS-SR108全自动覆膜机（热刀）是一款全方位、高速、节能、高效率的覆膜
机，是根据国内覆膜市场持续增长的需求，针对PET膜与纸张复合工艺而设计
的加工设备。是专业覆膜厂提高印刷质量，降低工艺成本的理想设备。

全自动高速开窗覆膜机（分切选配：热刀，链刀）

产品亮点：
YS-KC108针对开窗覆膜工艺而设计的覆膜机，也可全面覆膜，开窗厚纸时，
利用纸张涂胶座将胶水涂布于纸张表面上，经由耐高温特制输送带将纸张运
送通过干燥箱进行干燥，再以加热加压方式将己上胶的纸张与薄膜贴合，经
由圆盘式切刀或z链刀分切、热刀分切后收纸。

展位号：E7B110玉田县盛田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FMCY-1100F系列全自动热除粉预涂膜覆膜机

产品亮点：
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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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E6B01唐山继国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6C60上海安氏利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全自动3D数码UV局部上光机

产品亮点：
是一款采用UV喷墨式的数码局部上光机，可以在经过覆哑膜的纸张上实现局
部高质量的上光，由于采用多次重复上光的专利技术可以使上光效果更具层
次感和立体感。

展位号：E7B40玉田中博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TYM1080HZ自动深压纹烫金模切机

产品亮点：
该机 大压力500吨，3纵2横5轴电化铝走箔箱，既能烫金、模切又能深压
纹，一机三用。

T-MYRP-1060High双机组全自动热压纹烫金模切清废一体机

产品亮点：
特点：双机组可以实现烫金或压纹等表面处理工艺和模切清废工艺同时一次
性在一台机器上完成。1060High系列型号产品属于加重型系列机器，比传统
烫金机的机身更重，压力更大，达600吨。采用西门子主电机及控制系统，并
且，运动控制系统采用全伺服控制，套印精准度高。本机的压纹深度为国内
首创。本机型是全自动平压平单张纸的自动热压纹烫金模切机，集中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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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压痕，
或者自动烫金，也可自动模切，并且清废。适用于各种高级精细的精品礼盒
包装制品，如：酒盒、烟盒、药盒、化妆品盒、小家电盒、礼品盒，等等。

展位号：E7B100唐山恒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全自动平压平模切烫金机HF-1060MT

产品亮点：
创新开发的新一代具有纵向和横向两种烫金功能的全自动平压平模切烫金机
HF-1060MT，主要用于包装装潢工业中的纸盒、纸箱、商标的模切、烫金、
压痕和冷压凹凸等，特别是各种高级精细的印刷品，如烟盒、酒盒、礼品
盒、小家电盒、化妆品盒等，均可以在本机上进行普通和全息防伪烫金，以
及凹凸压痕，以获得富于立体感，精致美观的印刷制品。

该机从给纸、模切、烫金、到收纸均实现自动化。（并可选配电脑界面输入
纸张尺寸，各部分自动到位及手动微调功能）能实现自动检测、显示故障，
不停机取样等功能。还具有模切压力大，套准精度高等优点。该机主传动系
统安装有气动离合器，并具有制动装置；主链轮轴上装有扭力限制器（安全
离合器）；及多处安全检测电眼和安全装置等；可以大限度避免由于突发事
件对操作者所造成的伤害及设备损坏，充分保障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想了解更多该解决方案相关展商展品细节，请至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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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盒检品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糊盒检品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解决难点:
◆ 现有糊盒检品分离作业
◆ 糊盒环节溢胶，刮擦，质量控制难
◆ 检测时容易造成二次划伤

展位号：N3B30昆山裕邦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塑料盒糊折盒机 (勾底胶盒机) GM-450/650/750PC

产品亮点：
不刮伤；完美贴合，特别适用于PP、PET、PVC材质透明塑胶盒的粘合，可制
作一般边贴盒、勾底盒，对于较小盒型（如：透明口红盒、眉笔盒）有专门
的制作方式。

展位号：E7A85温州市哈得机械有限公司

FG-1200/1500 机组式糊盒/糊箱一体机

产品亮点：
该机主要用于包装装璜工业中的300-800gsm卡纸盒，F、E、C、B、A、EB、
AB瓦楞盒的折叠、粘贴成型；如一般边贴盒、锁底盒、四六角盒、文件夹等
多种盒型；具有功能多、效率高、糊盒质量稳定等显著特点，是纸制品生产
企业后加工工序的理想选择设备。
该机各部位属独立结构和独立电机传动，可根据盒型生产需要自由组合实现
一机多用。

展位号：E7A140盐城宏景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速全自动糊盒机景驰系列JC-650 850 1100

产品亮点：
模块化结构设计，可依照客户需求提供机型功能的升级
人性化设计附件安装，调试容易、快速
特有纸张纠正装置
分段式勾底装置
触摸屏控制面板
高速电子踢板计数器
收纸部气缸控制气压式压力系统
高速自动贴窗模块，连线品质检测模切

全自动纸板糊折盒机PK-650/850/1100

产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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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E7B245温州市固德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GSF-850/980/1100C4&6 卡纸.瓦楞四&六角糊盒机

机器组成：
本机型由给纸（校正）部分，预折部分，锁底部分，本折部分，输出部分，
压平部分共六大部分组成；

特点&配置：
1. 人性化设计，一个六角扳手可调整大部分部件，调试容易；
2. 触摸屏，按钮，遥控器远程，三个面板三位一体均可操作设备,方便快捷；
3. 整机墙板及部分复杂件采用电脑激光加工整体切割，主导板经冷热调质
   处理；
4. 传动部件设计严谨，加工精密，稳定性好，高速运转噪音极低，耐用性好；
5. 轴承采用日本名牌NSK厂家轴承，主轴采用硬铬钢棒，紧固螺栓采用12.9级；
6. 主电机采用台湾东元TECO品牌，压平电机采用台湾晟邦精密CPG品牌；
7. 主控电气变频器，PLC等采用施耐德Schneider品牌，触摸品采用台湾威仑
   WEINVIEW；
8. 多楔带轮和多楔带采用法国哈金森品牌HUTCHINSON；
9. 输送皮带采用瑞士瑞宝龙RAPPLON两面特殊材质皮带；平面皮带采用日本
   NITTA皮带；

另选配置
1. 高频率等离子装置；
2. 日本安川伺服电机（4&6角盒配置）；
3. 采用喷胶系统（锁底盒，4&6角盒配置）

FG-800JP/1100JP 检测/糊盒一体机

产品亮点：
在糊盒、糊箱生产工艺中，加入品检功能。在糊盒的同时对包装盒进行印刷
质量检测，并将废品剔除。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FG-1100LBJ 卡纸、瓦楞四六角糊盒机

产品亮点：
该机主要用于包装装潢工业中的纸盒、E型美妆瓦楞盒的折叠、粘贴成型；尤
其是各种高精细印刷品：如四角盒、六角盒、药盒、礼品盒等多种盒型；具
有功能多、效率高、糊盒质量稳定等显著特点，是纸制品生产企业后加工工
序的理想选择设备。

SHH-B2A全自动高速糊盒机

产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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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E6B35

单张印刷质量检测设备SE300Q

本产品广泛应用于服装吊牌（欧美、日韩吊牌）、电池背卡等吊牌类卡片的
混货检测及成批计数；平台可配套喷码、RFID读写系统；可多台联机，实现
产品配页功能。

产品特色：
1. 需要挑选一张标准产品进行建模，大约1分钟左右，简单易用，无需设立技
   术岗位
2. 混货检测系统可台识别字符、价签、身高、XXL、条码等，混货直接停机或
   踢废
3. 可多台联机，实现配页功能，适合小批量短单，可变码喷印
4. 检测精度高， 小可检测0.05mm2的点缺陷和0.05mm宽的线缺陷
5. 准确计数，自由设定，平台带推勾设计，单人操作，经济实惠
6. 设备设有独立机柜，可根据客户需求随时进行位置移动

展位号：E7B210温州市高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舜奕新机智能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展位号：E6C60上海安氏利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多功能模块化糊盒机

产品亮点：
多功能模块化糊盒机，采用先进的设计理念，一台机器加装不同的模块可实
现不同的功能，如：贴双面胶，旋转，立体纸盒，各种信封，内置物品等。
不必采购多种机器，从而节省成本。特别适合加工小批量多品种且有特殊要
求的产品。

想了解更多该解决方案相关展商展品细节，请至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现场……



10展前速递09展前速递

硬盒加工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硬盒加工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酒盒解决方案解决难点:
◆ 灰板模切精度难以提高
◆ 刀模板手工拼版误差难以控制
◆ 灰板开槽精度难以提高
◆ 纸盒成型高精度要求的产品太多还停留在手工糊
     速度慢，使用人工多，纸张材料浪费多
◆ 胶水的用量，干燥速度，牢固度
◆ 纸和塑不易粘合
◆ 酒盒面易刮擦受损降低酒盒整体美观度

高档礼品盒电子盒解决方案解决难点:
◆ 硬盒无法消除贴角印，产品美观度低，现阶段只
     能手工刷胶拼内盒
◆ 摆臂式拉盒传动噪音大、耗电量大，因自身机械
     结构的原因稳定性差
◆ 纸张品质无法控制，品质参差不齐
◆ 被印刷厂额外增加更高的纸板成本
◆ 纸张颜色混乱，不利于品牌传播
◆ 纸和塑不易粘合

超小尺寸珠宝盒、首饰盒等解决方案解决难点:
◆ 传统天地盖设备无法做到45*35*10mm以下小尺
     寸盒型，现阶段只能用人工
◆ 双灰板制盒废料比率高
◆ 过胶时因粘合剂因素纸张易渗透
◆ 纸板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化特色

月饼盒、茶叶盒等解决方案解决难点:
◆ 书型盒只能手动去贴磁铁和铁片，耗时，耗人，
     耗材，定位精度差
◆ 精品包装定位不准确
◆ 机械速度快，胶水干燥速度慢，粘合度低
◆ 月饼盒纸板较大，纸板容易在开槽后易变形

展位号：E7B60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HM-ZD2418全自动智能制盒机

产品亮点：
HM-ZD2418全自动智能制盒机，是我公司 新研发的全自动智能天地盖制盒
机，适用于多种天地盒型的大量生产，如高档珠宝盒、手机盒、首饰盒、礼
品盒、化妆品盒、手表盒、斜边盒、书套盒（选配）、连体盒（选配）等等。
盒子 小尺寸为45*35*10mm，胜任所有戒指盒等首饰盒的生产。

本机不仅采用PLC和触摸屏人机控制系统、图像定位系统，实现进纸、过胶、
进灰板、贴四角、定位、抱盒、包边、折耳和折入成型自动完成。更在飞达、
过胶和输送带使用伺服驱动，可无级变速，高精度，易调节，省时间；双色
输送带免去了更换输送带的麻烦，节省时间，属鸿铭发明专利；定位部分配
置德国500万摄像头和抓盒机械手，精度高，误差范围在正负0.05mm；成型
机采用德国REXROTH线性导轨和虚拟凸轮驱动，更稳定耐磨且动作更流畅，
折入深度及折耳长度尺寸范围也更大。

HM-ZD6418G全自动智能天地盖制盒机

产品亮点：
HM-ZD6418G全自动智能制盒机，是公司 新研发的全自动智能天地盖制盒
机，适用于多种天地盒型的大量生产，如手机盒、首饰盒、化妆品盒、手表
盒、斜边盒、书套盒(选配)、连体盒(选配)等等。做盒范围更大，更能满足现
代包装市场的需求。整机外观经过全新设计，更加安全及美观。

本机不仅采用伺服控制系统、图像定位系统，可实现进纸、过胶、进灰板、
贴四角、定位、抱盒、包边、折耳和折入成型自动完成。

更在飞达、过胶和输送带使用知名品牌伺服驱动，可无极变速，高精度，易
调节，省时间；定位部分采用图像定位系统及机器抓取部件，提高定位精度
及效率，误差范围可达±0.05mm，且定位及调试速度更快；成型机采用德国
PEXROTH线性导轨及电子凸轮驱动，更稳定耐磨且动作更流畅，折入深度及
折耳长度尺寸范围也更大。

整机只需要1-2个操作员即可完成正常运作，产能每小时1200-1800个。

展位号：E7B130东莞市龙行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槽王”1号 数显全自动卡纸开槽机（型号：LS-1200S）

产品亮点：
LS-1200S数显全自动卡纸开槽机是一种理想的自动高速开槽机，广泛应用于
精装书、装夹箱、礼品盒等。它能提升产品的质量、外观，使产品更加高端。

视觉自动定位机（型号：LS-450S）

产品亮点：
LS-450S视觉自动定位机是由公司研发部门自行设计开发的，是制造高档礼品
盒的理想设备。专业生产各种礼品盒，如香水盒、手机盒、珠宝盒、茶盒、
化妆品盒等。设计合理，性能稳定，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视觉天地盒定位机（型号：LS-450B）

产品亮点：
LS-450B视觉天地盒定位机是由公司研发部门自行设计开发的，是制造高档
礼品盒的理想设备。专业生产各种礼品盒，如香水盒、手机盒、珠宝盒、
茶盒、化妆品盒等。设计合理，性能稳定，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工作效率和
质量。

展位号：E6C66佛山市盒之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数控全自动贴角机——下推送料

产品亮点：
· · 数控调节，换模10分钟                    · · 纯电动，220V，无需用气
· · 操作简单，免工具调机，免锁紧      · · 带有1000个模具参数储存
· · 高精度微调，精度达0.1mm             · · 远程故障诊断，快速解决问题
· · 生产速度高达4000个/小时

展位号：E7A61瑞安市华融机械有限公司

WLTD-2全自动天地盖纸盒成型机 (不带折边)

产品亮点：
提高工作效率是人工的8倍，不受外部气候、环境影响都可以正常生产各种单
张纸天地盖纸盒。
本机操作简单、可靠，可以生产市场上已有的各种瓦楞纸或裱卡纸天地盖纸
盒规格无需变更现有的模切刀版。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和工作效率。
设备可以生产前后软边的瓦楞纸、自动喷胶系统。低能耗；每小时耗电在6度
左右，高效率； 快45只/每分钟， 需要胶水质量配合生产。瓦楞纸标准生产
40-45只/每分钟，350g以上纸张纸标准生产35-40/只每分钟（原有速度 快；
30只/每分钟）。极低的报废率；千分之3-5只。
不改变设备任何零部件情况下，可以立即生产目前市场上99%的各种单张纸
天地盖纸盒。

WLTD-3全自动天地盖纸盒成型机（自动扣盒）

产品亮点：
提高工作效率是人工的3倍，生产各种天地盖纸盒。
高效率； 快扣合40只/每分钟，可以立即生产目前市场上70%的各种天地盖
纸盒。

想了解更多该解决方案相关展商展品细节，请至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现场……

展位号：E7B65中科天工智能装备研究基地

全自动酒盒制盒机

产品亮点：
TG-WB25Z型全自动酒盒制盒机，专业用于生产高档酒包装盒、抽屉盒、精装
书本套壳、立体式纸盒包装等的优质设备。该设备生产线可适用于各包装行
业，如喜糖盒、电子产品包装、高档鞋盒、护肤品盒、茶叶盒、书套封面、
CD/DVD套壳等。该机设计独特，性能可靠，采用PLC控制，观点跟踪定位，
并选用触摸人机界面等，完美实现全自动化智能生产。
本机自动上胶、自动烘干、自动成型，有效地代替人工生产，大大地提高生
产企业生产效率与礼盒成型质量。
本产品凝聚了中科天工多年行业经验和多项自主创新专利成果，具备多品种
柔性生产和精益生产的特点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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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切加工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模切加工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位号：E7A140上海耀科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i60全自动模切机

产品亮点：
适应服装吊牌的模切加工要求，不打点不散张。 

展位号：E7B40玉田中博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MY1080RIII自动深压纹模切机

产品亮点：
该机 大压力600吨，有12个加热温区，球墨铸铁墙板厚度120mm，用于深
压纹和模切

MY1080RP自动深压纹排废模切机

产品亮点：
该机 大压力600吨，有12个加热温区，球墨铸铁墙板厚度120mm，即可排
废模切又能深压纹

MY-1300SF伺服全自动模切压痕机

产品亮点：
MY系列全自动模切压痕机是公司结合国内外同类产品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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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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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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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张数、总运行时间，机
器的故障显示使故障排出操作非常方便。应用变频器控制主电机，无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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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切压力调节方便，可进行选择性无叼口模切等性能，使该机成为一
台性价比较高的产品。

展位号：N1B130玉田县诚远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MY-1050全自动模切压痕机

产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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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E6B01唐山恒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MYRP-1060High全自动热压纹清废模切机

产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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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创深压纹功能及模切清废功能一体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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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N3C50山东信川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信川 MZ1050Q 模切机

产品亮点：
飞达送纸全自动平压平全清废模切机，是公司结合国内外同类产品的优越性
能研发的适合高档彩箱、彩盒模切压痕专用设备。采用高速输纸飞达，走纸
更顺畅；模切部配有侧拉归及光电跟踪检查装置，保证纸张定位精度；清废
部采用定位系统，自动清除，实现高效生产。

展位号：E7B200山东明菲特机械有限公司

MFT-1330型半自动模切机

产品亮点：
MFT-1330型半自动模切机是公司研制开发的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新型纸板平
压平模切压痕设备，它具有国内外同类设备的优点。主要依靠完善合理的机
构设计和先进的程序化控制，采用了优化的曲柄轴杆机构完成模切主运动，采
用精密凸轮间歇运动机构完成输纸的间歇运动；全部采用CAD计算机辅助设
计；各关键部件及主要运动配合均进行了应力分析及计算机模拟。

大输纸尺寸：1330×980mm

小输纸尺寸：550×480mm

大模切尺寸：1300×960mm

大模切压力：250×104N

展位号：N3D170威海天诺数控机械有限公司展位号：E7B50唐山新联印刷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XLMY-1080自动模切压痕机

产品亮点：
本机实现了从给纸、模切到收纸过程的自动化，应用“人机界面”显示机器
的工作速度、加工张数、机器总的运行时间和工作状态；对可编程序控制器
的输入点、输出点及各种故障状态监控，使排除故障及操作非常方便。编码
器与可编程序控制器组成的电气凸轮更加可靠、便于调整。采用变频器控制
主电机，无级调速，运行平稳，噪音低，省能源。本机压力大，套准精度高，
多处设有传感器和安全装置，保证机器正常工作和人身安全。

展位号：N3B10唐山市金威达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XLTYM-1080全自动烫金模切机

产品亮点：
此机器具有横纵向烫金装置，结构合理，操作方便，广泛用于包装装潢工业
中纸盒、纸箱及商村等产品的模切、压痕、烫金及冷热压凹凸，是用户理想
的模切烫印设备。本机实现给纸、模切、烫金、收纸、收箔、升压降压、电
化铝步进、跳步、计数、加热、预热、故障显示、故障检测等过程的自动化。
具有操作方便，安全可靠、速度高压力大，烫印模切精度高等特点。

MYQ1060全自动清废平压模切机

产品亮点：
可对平张纸、纸板和瓦楞纸进行加工，适用于纸盒、纸箱、纸质商标等的模
切压痕和冷压凹凸。特别是各种高级精美的印刷品（如烟盒、酒盒、礼品盒、
化妆品盒等），均可以在本机上进行模切、压痕，已获得赋予立体感，精致
美观的包装制品。 
本机实现了从给纸、模切、到收纸过程的自动化。应用“人机界面”显示机
器的工作速度、加工张数、机器总的运行时间和工作状态；实现对可编程控
制器的输入点、输出点及各种故障进行动态监控，使排除故障及操作更为方
便。预置技术器功能可实现按预置数停气泵，并提示做标记；编码器与可编
程控制器组成的电子凸轮精确可靠，调整方便。采用变频调速器控制主电机、
无极调速，运行平稳，噪音低，节省能源。本机还具有故障自动检测（包括双
张、空张、积纸、落纸等检测）、不停机取样功能，而且模切压力大，套准精
度高，多处设有传感器和安全保护装置，保障机器正常工作和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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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切加工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位号：E7A31东莞市东电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亚当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胶盒高频软线压痕模切一体机 (烫金、压痕、模切、清废、堆叠)

产品亮点：
前单张片材飞达自夸劝输送机组
独特的多组叨胶片牙排单元
伺服电机驱动横向精密定位双链排
独立控制的高频发生器
液压控制压合高频柔软压痕机组
液压控制压合加热模切机组
伺服驱动吸盘吸塑堆叠收料机组
可以选装在线上UV光油、烫金、清废、去孔渣、堆叠功能）

展位号：E7B280大连欣科机器有限公司

PMF1100-1650全自动模切机PMF1100-1650全自动模切机

产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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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E7B100唐山恒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HF-1060MF全自动平压平重压清废模切机

产品亮点：
HF-1060MF全自动平压平重压清废模切机是纸盒、纸箱、商标等各种纸制包
装装潢用品模切压痕、冷压凹凸的关键设备。
本机采用高精度间歇机构气动锁版气动离合、过载保护、电动调压等独特的
传动机构设计，设备运行高速平稳。同时本机装备有预码纸机构、副给纸机
构、变速输纸机构、自动副收纸机构、气动取样机构、自动定时供油润滑、
主传动润滑油强制风冷却装置等实用可靠的机构，使本机在使用过程中可充
分发挥工作效率。本机电器元件和传动元件采用国际知名品牌，确保使用过
程中的模切精度和运转可靠性。电气控制系统由PLC和电子凸轮对整机的运行
进行监控显示，使得机器故障诊断极为方便。采用人机界面监测显示系统，具
有提供运转说明、故障点检测显示、故障排除提示功能，充分实现人机交流。
电器箱冷却采用工业空调制冷降温，电器元件可在恒温状态下连续稳定运行。

全自动平压模切机

产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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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E7B110玉田县盛田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MS系列智能全自动模切机

产品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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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纸容器解决方案
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

2019年4月8~1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食品纸容器设备专区

该专区把握当下外卖行业带来的爆量包装需求，聚焦新盈利模式下的变革与创新，集中展示食品纸容器生产的前沿技术
工艺，高新设备与材料，及专业服务。该专区展出面积将达到1000平米，超30家参展企业携前沿高新技术与设备展出。

纸杯/纸吸管/餐盒/纸袋生产工艺流程：

淋膜分切

纸吸管机

柔印

食品纸袋机

卷筒模切

纸杯机

汉堡盒机

外卖打包餐盒机

蛋糕盒机

烘焙包装盒机

解决难点:
◆ 禁塑令纸代替塑料的问题。
◆ 市场上现有的纸吸管在高温中变软问题，纸吸管
     不能弯曲工艺，纸吸管胶水长时间发臭
◆ 国产机速度低，耗电量大

展位号：E6C95瑞安市中法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6C100温州锐志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RZJD-G350J全自动高速尖底纸袋机

产品亮点：
该机适用于牛皮纸、条纹牛皮纸、油光纸、食品淋膜纸、医用纸等纸张材料；
整机采用卷筒纸上料，可以一次性完成喷胶贴膜、上边胶、刺口、成筒、切
断、折底上底胶、袋成型；广泛应用于食物、快餐、礼物、商品、医用、航
空等包装领域。

立体纸盒成型机

产品亮点：
新一代立体纸盒是一种专门生产各种纸制品的成型设备，可生产汉堡盒，四方
盒，薯条盒，食品盒（可外带）等等由卡纸和瓦楞纸制成的纸盒。

RZFD-190D卷筒方底纸袋机 

产品亮点：
本机用于卷筒料制作方底纸袋，是将原色或印刷好的卷筒纸由本机一次完成
纸袋工艺如；自动上边胶，原料成筒，切断，底部压痕，底部折压方底，底
部涂胶，袋底成形，出袋整理。是全自动生产平底袋，食品方底袋，手提袋
等；可生产多种规格纸袋的高产能全自动纸袋机。 

想了解更多该解决方案相关展商展品细节，请至2019中国国际彩盒展现场……

展位号：E7A01立盛机械有限公司

自动模切机型号LS 1050SF

产品亮点：
立盛机械有限公司是台湾专为瓦楞纸箱及彩盒生产制造自动平板模切机、自
动卡纸模切机的制造者。自建厂以来，迄今已累积数十年的制造经验。本着
技术升级的制造理念，致力于追求高质量并为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