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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纸盒制造加工解决方案

博斯特 (上海 ) 有限公司

SP 106 ER

全新 SP 106 ER系列提供优质的联线自动纸盒
分离，您不必再担心此道工序所带来的生产
成本；更赞地是可以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纸盒
分离操作。同时在无需全清废的情况下，可
以提供全张的收纸功能。
集中了优秀的 BOBST技术，Angle Lock®全清废模
具系统和全面的 BOBST工艺支持网络。
这一全新的 SP 106系列产品可以进行单刀或
双刀模切的分盒堆叠处理，使产品顺利进入
下一工序而无需人工介入。
使用 SP 106 ER将在生产中完美地减少工作量，
降低成本，为你整个包装加工全面提升质量
和生产效率。

LILA 系列全自动糊盒机
源自 BOBST 的 LILA 系列全自动糊盒机为胶印裱
贴纸盒和折叠彩盒的加工制定了新的标准。
现在，该系列已经完全重新设计，更加有效。
此外，还进行了扩展，可以适用幅面更大的
胶印裱贴纸盒的折叠和糊盒，以及折叠后厚
度达 25毫米的瓦楞纸箱。
新款 LILA II系列糊盒机得益于全新的设计，更
加坚固的机器平台和众多创新，这意味着进
一步提高成品纸盒的质量。它能提供更灵活
的生产，以及你所期望的卓越的生产力。
因此，无论您服务于何种行业，总有一款 LILA 
II可以成为您的理想伙伴。LILA II远不止应用
于裱贴纸板一种材质。

东莞财顺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STS-1150CS高性能自动平压平模切机（带
清废）
主要功能
• 走 纸 范 围 广 泛， 可 从 550X400mm 至

1150X840mm，最高模切速度 7000张 /时；
• 走纸部及收集部附有不停机装置，以确保
生产不间断；

• 飞达走纸定位前减速机构，确保纸张输送
定位精准；

• 双张给纸及前定位检测装置可侦测不当走纸；
• 采用横定位拉、推两用装置，方便处理不
同厚度纸质；

• 采用钳把式抓纸，能确保高速安定性；
• 触摸屏含有计算机化自动检测装置，可提
供各部位运转说明及异常排除指示；

• 模切压力可依纸质做调整，最大可提升至
300吨；

• 至 B浪的广泛范围压切能力；
• 特殊打洞及上下顶针去屑装置及咬纸头去
除排出设计，可轻易打纸清废；

• 收集部附毛刷调整压纸及集纸拍齐机构动
作，使纸张更整齐；

• 高度安全及稳定，可放心操作。
走纸范围广，高效率，产能稳定性，人性化
便利操作。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Powermatrix 106CSB（EU）
面向世界推出的首台全能型全清废模切
机。该设备以 8000张 /小时的模切速度搭配
1060mm纸张幅面，为您的企业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的生产解决方案；电子定位系统（MasterSet）
可以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直接对纸边、色
标以及印刷图像进行跟踪、调整、定位，可
实现纸张幅面的自动调整，模切精度可以达
到≦±0.1mm；全自动飞达（Master Feeder），可
实现纸堆的自动不停机替换。机器的最大工
作压力可达到 260吨。第二代中心定位系统
和快锁系统，操作更加轻便快捷，实现活件
快速更换，将活件更换时间缩短 50%。选配
自动物流系统（Master Logistic），可以实现给、
收纸托盘不停机自动替换，托盘自动流转等
功能，降低劳动者的劳动强度。
可以与海德堡印通工作流程数据终端连接在
一起，也可以与 MK智能系统一键对接，使操
作者更加便于观察设备的运行状态。

有智MK1060CS

有智 •MK1060CS模切清废机以 7700张 /小时的
模切速度搭配 1060mm纸张幅面，为您的企业
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以及更低的生产成本体
验。此款设备不仅适用于 90-2000g/m2的卡纸，
而且适用于 4mm以下瓦楞纸。
拥有强大的转换功能，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
快速转换，为您提供完善的包装印刷使用体
验。高自动化的操作减少套准误差、快速的
换版盒简洁的操作给您的企业带来效率的全
面提升，使工作更加高效。

Diana easy 115 糊盒机
多种幅面满足各类盒型产品的生产需求，兼
具稳定、方便、灵活、高效等性能的同时更
加具有成本竞争力；并专门根据国内市场对
于印刷拼版类反糊口锁底盒的需求，研制出
传动面下糊筒装置。
多 种 扩 展 接 口， 可 对 接 Diana Feeder、Diana 
Packer、Easypacker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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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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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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整合实现 :贴窗、品检、粘盒连线一体机。
设备模块智能化、高效节能。

高速全自动粘箱机景新系列
JX-1200 1450 1700 2100 2300 2800

产品集成总线通讯、智能控制、变频调速和
气压传动等技术，结合多路光电传感器等组
成伺服控制系统，实现了多电机拖动同步和
伺服驱动控制，可以自动完成四、六角及特
殊要求型体款式纸箱、带窗口纸箱的贴膜全
部工序，可以融入物联网、大数据，使网络
管理成为可能，实现智能包装，能够适应纸
箱包装业个性化定制及短单、急单的需求、
柔性化生产制造，具有结构简单，易于操作
的特点。
设备整合实现：贴窗、品检、粘盒连线一体机。
设备模块智能化、高效节能。

广州馨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全自动高速糊盒机
• 本机采用彩色触控荧幕人机控制系统，主
机与压著输送部运转传动速度自动增减速
功能，同步追踪参数设定系统；

• 本机各段版位移动调整操作，精心牙杆设
计，一人操作简单方便，快速高效率；

• 高功率无段调速变频及高效能强力电动机，
最高速度每分钟可达 300米，动力传输采用
强力皮带传动，低噪音，高效率，易保养，符
合经济高效益；本机预摺普通贴，两侧边贴，
预摺底贴，精心设计，操作快速，简便容易。
（初学者易能驾轻就熟）；

• 上下胶水筒，配合制品之需所独特设计。
（额外选配冷热胶自动喷胶系统）；

• 压著输送部，依制品所需，可调整压力特
别设计，配置一组特殊软质皮带，辅助压
著均衡确实，确保完美品质；

• 采用光电计数，可行总数或定量计数，配
置踢板记号识别装置。

浙江新罗兰机械有限公司

GS系列糊盒机
GS系列糊盒机，是我公司推出的一款新型高
速高配糊盒机，它既能生产普通盒型，勾底
盒型，也能根据客户需求加装生产四角及六
角盒功能，线速度 400米 /分钟，相比普通
的机器，产量高出了一倍。整机采用伺服控
制系统，独立电机驱动，多契带传动，精准度，
稳定性更强。

东莞市鑫晨顺机械有限公司

XCS-980淘宝箱糊盒机
该款机器专为淘宝，邮政研发，具有独特的
缓冲结构和专业的纸箱设备制造技术，尤为
适用于电商包装箱的高速稳定制作。该款设
备设计最高速度可达 400米 /分钟，整机具
备自动化程度高，速度快，易操作，性能稳定。
给纸采用独立伺服驱动，气动侧向取纸，独
特的缓冲结构。

上海安氏利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KOMFI spotmatic54 

KOMFI spotmatic54是一款采用 UV喷墨式的数码局
部上光机，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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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采用高精密的双电眼定位系统（12IR)在
机器运行过程中对印标进行跟踪定位，保证
套准的精准；

机器采用原始精度 360dpi的 8喷头设计，涂
层厚度可以通过电脑系统自行设定；
采用专利技术的真空带输送系统可以保证印
品在干燥前后双向移动，用以实现对同一产
品的多次上光，营造更加丰富的立体效果。

东莞市亚都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高速四六角糊盒机
整机控制为一体化 PC/人机设计，通过其设
定和显示各项信息，可根据客戶要求扩展至
远端诊断维护和遥控作业系統，充分满足人
性化操作的需要。
速度更快，操作更加简单，用户易操作，产
量更高。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Shark 650

650宽幅夹送式单张单面检品机
• 主要适用于高端日化 /电子 /食品等单张
盒检测可选用；

• 针对酒盒的上吸风+不停机的一个检测系统。

gecko 200

200宽幅全吸风式单张双面检品机
各类服装鞋袜类吊牌、灯泡包装、信用卡等
卡类的双面品相、可变数据监测；
• 1分钟换检产品，代替至少 5个检品工人；
• 多模式防混货功能确保混货产品的剔除；
• 准确的成品等数收集。

北京华夏视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张胶印离线检测系统
单张胶印离线检测系统是用于定量检测印刷
产品中存在的缺陷或印刷精度的一款设备，
从印刷前的印版开始进行检测监督，避免由
于印版瑕疵或橡皮布表面不洁而导致印刷产
品整批报废。在大批量印刷过程中，该设备
还会从印刷质量和印刷精度等不同层面对印
刷产品进行检测监督，用客观的数据辅导人
工操作，消除人为不稳定因素的影响，避免
由于员工视觉疲劳而产生的人为失误。该设
备适应性广，支持对开产品检测，同时支持
白卡纸、金银卡纸检测；功能全，支持缺陷
检测、颜色测量，提供墨键调节提示；速度
快，检测可在 30秒钟内完成；检测精度高，
误报、漏报近乎为 0；傻瓜式操作，适应各
种人群；配置也很经济，1台检测设备最多
可连接 4台印刷机。

印刷质量在线检测系统
印刷质量在线检测系统适用于海德堡、高宝、
曼罗兰、小森等品牌的单张纸胶印机，安装
在最后一个压印滚筒，检测项目包括墨色、
蹭脏、糊版、重影、缺印、墨脏、孔洞、褶
子、蚊虫及油脏等缺陷。该设备可用于定量
为 40～ 350g/m2 的烟标、药包、标签、说明
书、食品包装等各类印刷品的实时在线质量
检测，拦截连续废品和严重废品，降低胶印
废品率。其展平方式有吹风、静电两种方式，
最高检测速度为 15000张 /小时。设备转产效
率高，仅需 2分钟即可完成新产品的检测准
备工作。对于检测出的废品，可以进行插标，
或者安装喷码机对废品进行标记。该设备不
仅可以取代以往由人工完成的按出厂质量标
准进行的终检，而且由于结合了信息管理系
统，生产效率更高，还降低了废品率。

东莞市诚隆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微电脑高周波双头转盘熔断机
针对 PET柔软线胶盒专门设计，第一步在胶
片上压痕，第二步熔断，第三步机械手臂收
料。两断式压力，可一次性完成产品熔接、
压线、切断之功能，省略了产品熔接后重新
经过冲床和啤机加工之步骤，很大程度上减
少了产品在搬运过程中造成的损坏以及刮花
并节省了人力。产品切边圆滑，不翘边。

东莞市索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高速糊盒机 SQ系列
• 稳定之后身设定，高速运转时，不会因机身
产生摇晃而无法高速作业，造成产能上之
损失； 

• 皮带最快速度：700米 /分钟；
• 标准机型可依工作需求，后续追加效正部、
折返部、四角 /六角装置、坎板电控式移动
等配备，以达到最高之工作效率。

高速糊盒机 SCM系列
• 专为瓦楞纸板而设计的大型机结构的糊
盒机；

• 最大机器速度可达每分钟 250米，纸板范围
从 200-800gsm和多达 5层瓦楞纸板。

高速糊盒机WO系列
• 稳定之后身设定，高速运转时，不会因机
身产生摇晃而无法高速作业，造成产能上
之损失；

• 皮带最快速度：420米 /分钟；
• 标准机型可依工作需求，后续追加效正部、
折返部、四角 /六角装置、坎板电控式移
动等配备，以达到最高之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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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旭恒精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智能联线 e-LINE

智能联线 e-LINE是基于集团成熟的原厂技术，
结合旭恒在中国的制造、生产优势，根据国
内纸箱包装行业的实际需求，推出的一条全
自动、高品质且性价比高的模切机联线。它
包括了 e-LOAD送纸机、e-BREAK分片机和 e-PAL堆
垛机及其附属旋转台、输送台等。

BRAUSSE 1060E 全自动带清废平压平模切机
• 整机基于集团标准技术平台设计而成；
• 高度的兼容性 (与集团模切机在刀模工具
的兼容性 )与灵活性；

• 基于集团成熟的机械设计与方便后续电气
检测维修的 PLC系统；

• 触摸彩屏的人性化方便操作；
• 中心线系统，保证了从走纸到收纸所有环
节设置的标准及方便快捷。

BRAUSSE 900全自动糊盒机
• 全新模块化设计方式，能有效的因产品的
不同，增加选购配置，安装及操作简便，
结构设计更有效的解决异型盒型的生产；

• 精心简化了操作的便利性，提高生产的效
率，在调试产品时，所有调试过程中多以
一支六角扳手工具就能调试完成，减少更
换工具调试的复杂程度及时间，且附件安
装简便；

• 整机主要易损零部件 (标准件 )、电气件、
皮带等，均采用高质量进口品牌产品，以
确保机器的质量与使用寿命；

• 整机传动方式采用六角轴、V型皮带传动，
高效，静音，低维护成本；

• 飞达、主机、压着、收纸均采用独立电机，
变频调速、比例连动；

• 运转速度：20~320m/min，人机界面操作系统；
• 整机墙板结构，操作侧 6mm折弯，驱动侧

16mm厚板。

上海耀科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JY-1650E全自动模切机（上吸式飞达）
• 防擦痕设计 AB瓦楞 1650×1200全幅面表面
覆膜模切带全清废，实际每小时出成品
3500张，成品表面无擦痕

• 选配：辊道式收纸系统
• 可完成工艺：模切、清废、全清废、凹凸
• 承印物厚度：纸张最薄 350g/m2

• 瓦楞纸最厚 7mm

JY-1450E全自动模切机
• 可完成工艺：模切、清废、全清废、凹凸、
烫金、全息

• 承印物厚度：纸张最薄 157g/m2

• 瓦楞纸最厚 5mm

浙江大源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前沿送纸带清废平压平模切机（清四边）
MHK-1650FC全自动前缘送纸带清废平压平模
切机（清四边），是我公司的高端高速机。
该机可对 1.5mm-8.5mm的各种弯翘瓦楞纸板进
行模切加工，是专业的瓦楞纸板加工设备。
高速精密前缘送纸，全清废，最高工作速度
5500张 /时、全自动不停机收纸，安全光电
等先进装置保证纸板加工的高品质、高效率。
全清废，最高工作速度 5500张 /时，全自动
不停机收纸。

唐山继国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TMY1060High全自动热压纹烫金模切机
加重型机器，国内首创深压纹功能及烫金功
能一体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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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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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可以进行纸张的自动
烫金，也可以进行这张的自动模切。

MYRP1060High全自动热压纹清废模切机
加重型机器，国内首创深压纹功能及模切清
废功能一体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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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可以进行纸张的
自动模切，模切的同时具有清废功能。

唐山佳捷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JHXDX-2800全自动糊钉一体机
• 采用同步带输送， PLC 控制，触摸屏调整， 

(如：钉箱页、粘箱页 :用于钉箱、粘箱互
换 :阶段显示：在钉箱时可查看钉箱速度、
工作产量。)方便、快捷、精准；

• 具有拍打校正装置，二次补偿和修正箱片
不到位现象，有效减少剪刀口的产生；

• 采用摆动式钉头，有效提高钉箱速度和钉
箱质量；

• 采用钉丝规格 1.9×0.75mmX20kg钉丝盘，减
少换丝次数，提高生产效率；

• 具有订单记忆功能，有效减少换单调整时
间，提高生产效率；

• 打钉速度 1050钉 /分钟，钉箱速度 50-120片，
打钉角度 45度，钉距范围 40-500mm。

JDB-1300A-T全自动双头捆扎机（推杆型）
• 工作效率高，每分钟 8-16包；
• 减少员工劳动强度；
• 人机界面操作简单；
• 本机采用自动供油系统，无需加油，电路
在人机界面监控下，使设备的保养和维护
简单，方便；

• 本机安全系数高，具有大臂自动复位和推
杆遇阻自动保护断电的功能。另外，本机
的所有开门都设有安全保护功能，使操作
人员和机器的安全得到很好的保障；

• 鸟嘴采用铬钼合金钢，经特殊工艺处理，
使其更耐磨，使用寿命大大加长；

• 传动齿轮使用优质钢材，经高频热处理精
制而成，具有更耐磨特性；

• 节约成本，耗材成本比人工绑带节省一倍
以上。

临沂市美度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MD1060TYM（S）自动深压纹烫金机
MD1060TYM（S）自动深压纹烫金机是通过大量
用户数据分析，对各种材料的筛选和结构优
化，经过有限元分析得出的更佳方案。本机
保留了传统自动模切烫金机的自动化和安全
性优势，又兼具了液压深压纹机的力量，最
大压力达到了 600吨。
安全、可靠、高效、精准、性价比突出。

大连华威机器有限公司

HWZ系列自动平压平模切机
HWZ系列自动平压平模切记是纸盒、纸箱加
工的关键设备。生产速度快、安全系数高、
不伤人、精度好、能加工各种精美的纸盒包
装。本机采用国际做先进技术、具有高度的
稳定性。我们选用的电气件、标准件及关键
零部件全部为国际知名品牌。如：可编程逻
辑控制器、变频器、人机界面、轴承、链条、
曲轴、涡轮等。性能优良，技术先进，适合
与印刷机配合使用！

C165全自动清废模切机
C165全自动清废模切机具有模切性能和排废
系统，它能在模切生产的同时，排除其所有
与包装盒无关的废屑和废边，大大提高了生
产效益，使纸盒生产达到了高速化、自动化。
本系列模切机实现了不停机上纸和不停机出
纸连续生产。

玉田县鼎裕印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TC-1080A全自动贴窗机
STC-1080A全自动贴窗机，是为开窗彩盒，彩
箱贴膜的专用设备。是目前国内贴窗机先进
的机型，完美的人性化理念使本机拥有高效
率，高精度，高稳定性和易操作等特点，本
机能适用卡纸和瓦楞纸，采用不停机给纸的
底抽纸方式单张分离纸堆，经过推规定位柔
性版模块印胶，稳定精准的膜片切口和横刀
裁切后，实现对纸巾盒，礼品盒，玩具盒，
衬衫盒，牛奶箱等窗口的贴膜功能。

深圳嘉洛刀模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刀模切割机
• 固定光路（激光头固定不动，板材运动），
激光光程固定，保证切缝恒定；

• 进口研磨级丝杆传动，精度和寿命远超普
通转造级丝杆；

• 高品质直线导轨 2年免维护，简化维护工
作量；

• 高强度稳定机床，十字滑台结构，重约 1.7
吨，长年工作不变形不弯曲；

• 电子随动激光头切割系统，自动适应材料
弯曲及厚薄的高低不平，保证切缝一致

• 独立防尘机柜，密封等级 IP54，保证机床
控制系统稳定运行；

• 德国进口数控系统，集成激光切割专用能
量控制功能，机床操作功能，激光器操作
功能，专家切割工艺库等，高速高精度及
高稳定性，实现完美切缝；

• 激光切割头采用抽屉式聚焦镜座，更换、
清洁镜片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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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高精度底模机
• 加工幅面 1020*1050，专门针对 1070*1070全
幅底模材料；

• 采用 4个日本高速高精度主轴，分别用于
开槽、定位孔、打磨、切断，软件自动顺
序加工，简单高效，一气呵成。高速主轴
最高转速高达 60000RPM,确保底模加工质量
和效率；

• 采用随动加工方式，保证开槽的加工深度
稳定，有效避免其他控制方式存在的深度
控制的难点；

• 底模机专用软件，采用 WINDOWS界面，操
作简单高效，避免采用通用数控系统的繁
复操作及指令；

• 优秀的吸尘设计方式，有效避免其他机型
加工废料满天飞的情况；

• 整机气路系统采用 SMC品牌，确保高频率
加工的可靠性；

• 高品质进口丝杆和导轨，保证加工精度；
• 完善的硬件联锁保护，有效的保护主轴使用。

深圳市东京文洪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平压平模切机WH-1050/1160系列

全自动手提袋糊盒机

全自动高速裱纸机（带自动翻转收纸机）

瑞安市缪氏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MSCB系列

深圳市世恒机械有限公司

高性能全自动模切排废机 (SH-1060SE)

--附带二次排废机构
本机适用于印刷包装企业的大部份材质（如：
从 80克 -2000克的卡纸；不干胶；PET；PVC；
PP，等）之印品的模切、凹凸、普通压纹等工艺，
及 ≤4mm以下的瓦楞纸板的模切。

功能特点：
较短的调版时间，不停机给纸装置、不停机
收纸装置，高稳定的产品品质与产能，方便
简易操作。
安全可靠的制动控制系统。在模切的同时，
利用本机的排废功能连线清除印品中的孔、
窗、异形、角及四个废边的废料，减少拆盒
工的用工成本及劳动强度，提高生产车间的
清洁度，增加客户印品订单的认可度，并且
能够保证稳定的产量。

高性能全自动模切烫金机（SH-1060SEF)

本机是为了适应更高品质与更高产能要求的
客户，而重新设计开发的新机型。能适用于
印刷包装企业的大部份材质（如：从 80克 -2000
克的卡纸；不干胶；PET；PVC；PP；等）之
印品的模切 .烫金、凹凸、压纹等工艺，及
≤4mm以下的瓦楞纸板的模切。烫金部由整
套原装欧洲伺服控制的送箔式三纵两横五轴
电化铝控制系统，可根据客户印品排版，选
择纵向、横向或双向同时精准控制电化铝的
走、跳步，来节约电化铝材料的使用，降低
材料成本。
再次升级功能特点：
• 立式间歇分割器结构设计优化横向送箔空
间大大提升了横向烫金箔在高速大跳步工
作中的稳定和准确性

• 重新布局 16温区精确温度控制，确保在不
同工作状态下温度的精确性。

上海德拉根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JPM-600高速检品机
本机用于医药、食品、化妆等各类印刷包装
纸盒的印品质量检测与可变数据的条码、二
维码等的检测；是属于高速、智能、高效、
精确的新一代智能检测机器。集合软件控制、
光学、电气、机械、气动为一体的智能化设备，
具有设置快捷、操作简单，一键启动，遥控
操作等功能。

PMM-420模切纸喷码机
本机适用于模切后纸盒喷印可变数码和印刷
品检测的专业解决方案，适用于医药、食品、
化妆品包装、等领域。

FMZ-1300全自动覆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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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GZ-IR1040Z-A自动高速水性上光机
全自动高速环保上光机的应用范围：纸面上
光在目前纸盒、进口包装广告招贴商标、书
刊封面等高级印刷品中广泛应用。上光是印
刷品表面包装装潢工艺之一，印刷品上光后
具有提高表面光泽、防污、防潮、防退色、
防粘、耐磨的功效，有利于纸品回收，符合
国家环保要求。

东莞市顶艺机械有限公司 /顶兴机械

全自动高速裱纸机
• 电脑化高速贴合，每小时可达 10000张（纸
长 600mm)；

• 前吸式飞达，高速运转顺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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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伺服系统控制，免调前吸式飞达，精准、
高效、稳定。

玉田元创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纸堆整理机
该设备主要应用于印刷、包装加工行业，对
纸堆进行除尘、松纸、齐纸、翻转等整理工作。
是提升印刷、印后流程效率必不可少的设备。

功能优点：
• 除粉尘：可清除纸毛、纸屑、纸尘、印刷
喷粉等杂质。印刷前使用，可清除纸毛、
纸屑、纸尘等杂质，改善待印纸张的表面
质量，提高印刷质量，降低印刷过程中的
废品率 80%左右。印刷后使用，可清除喷粉、
加快油墨干燥，防止粘张、背后蹭脏等质
量问题的发生。减少了纸毛、纸屑等杂质
进入印刷机的情况，延长了印刷机的寿命；

• 松纸：通过振动、吹风起到松纸作用，减
少双张、纸张粘连，减少停机次数，提高
生产效率；

• 齐纸：纸堆不齐，人工码纸是繁重的体力
劳动，此设备通过振动、吹风，整架纸堆
可以整理的很齐；

• 翻转：整架纸堆翻转背面，再次印刷。人
手翻纸对体力消耗非常大 ,可以将员工从
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给员工
创造较好的工作环境；

• 抽取坏品：在振动、吹风过程中可抽取纸
堆中坏品；

• 效率高、操作简便：平均 4-5分钟完成纸
堆的翻转、除粉尘、齐纸过程。无需专业
人员操作。

全自动清废机
全自动清废机主要用于印刷厂各类吊牌，烟
包、药包、食品包装、化妆品包装盒、纸盒
等模切后的清废，适用于印刷、包装装潢、
塑料行业的模切后的各种普通纸板、塑片、
皮革制品的生产。具有结构紧凑、制造精良、
压力大、精度高、速度快、使用方便、操作
安全可靠的特点，极大的降低了使用者的劳
动强度，减少了劳动力成本。

机械结构及特点：
• 机身采用优质材料整体焊接，机身重，强
度高，并经加工中心高精度加工，提高了
设备的组装精度，延长其使用寿命；

• 交叉式平台，清废头固定不动，交叉平台
采用强动力无须保养的细分微步伺服马达
驱动，运动传递通过精密滚珠丝杠和直线
导轨而完成，产品沿两个轴动，工作面积
通过软件限定及硬件定位开关限定。交叉
式平台更适合于多拼版，单独清废的产品；

• 国内首创蜂窝顶针式清废结构，蜂窝板采
用独特的排列，蜂孔间距只有 2.7mm，采用
∅ 10mm顶针，可根据清废产品的形状自
由拼组，顶针排布接近于产品形状，并且
顶针上加装牛筋橡胶头，更利于产品的清
废，减少废品率；

• 封闭式机身罩壳，及首创的安；全光幕设
计，增强了设备操作的安全性；操作高度
布置合理，使用方便；

• 操作平台采用 10mm厚镀铬钢板，经加工
中心精加工处理制成，使清废产品在平台
上移动时更平滑顺畅，同时延长了产品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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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老式裱纸机成倍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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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整机配备稳定的翻转收纸机构，可实现
不停机收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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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山河实业有限公司

全自动高速裱纸机
HBZ型全自动高速裱纸机，主要针对客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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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美国 Parker,运动控制系统互补公差，控制
对位，真正达到电脑智能操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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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搭配协调，机器结构扎实，选
用的材质完全符合设计的需要。

全自动立式复膜机
全自动立式复膜机是针对印刷品之表面复
膜，如用于书本、海报、彩盒包装、手提袋等。
因应全球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油性复膜将
逐渐被水性复膜所取代。 我公司设计的新型
复膜机适应水性 /油性两种胶水及无胶膜 /
预涂膜的复膜，是“一机三用”、“单人单机”
及“高速省电”的设备。该设备具有自动送纸、
自动分切、节能油温辊、磁粉张力控制、特
有的气动张膜、热吹风自动恒温控制，高效，
安全，节能，备受广大用户的肯定。

全自动模切机
HMC-1080型全自动模切机是一款理想的加工盒
子和纸板箱的设备。机台的智能化操控使操
作更加安全，生产速度更快，模切精度更高。
机器能自动调节前规，压力和纸张尺寸。

唐山新联印刷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贴窗机 XLTC-1020/1200

贴窗机适用于对手机盒、酒盒、礼品盒、餐
巾纸盒、化妆品盒、儿童玩具盒、服装盒、
奶箱、贺卡等有窗口或无窗口的包装类的纸
品进行贴膜加固。适应的卡纸 200-500g/m2，适
应牛皮纸 ≤250g/m2，本产品实现了自动在经
模切后糊盒 /箱前进行纸板上胶、贴膜、膜
片开口（选配）、整理的功能。具有将窗口
贴膜后的纸品自动收齐成垛，然后通过输送
皮带自动输送到转向收纸台的功能。此收纸
台配万向球结构，方便纸堆的换向，减轻工
人工作强度，提高下序糊箱机上纸的效率。

全自动平压清废模切机（手自一体）XLMYQ-
1300D/1500D

全自动平压清废模切机是我公司经分析国内
外各主要设备的优缺点和客户意见，结合我
公司对自动平压清废模切机的理解，创新开
发出的新一代模切机。我们以稳定、耐用、
安全、人性化、操作方便的设计思想为开发
该机型的主导思想，遵循欧盟 CE安全认证标
准，对机器的整体框架结构及多处主要结构
做了重大创新，对安全防护做仔细的改进，
因此机器性能更加稳定、操作更加安全方便。

全自动烫金模切机 XLTYM-1050/1080

全自动烫金模切机具有模纵向烫金装置 ,结
构合理 ,操作方便 ,广泛用于包装装潢工业中
纸盒、纸箱及商标等产品的模切，压痕，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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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市忠印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智能高速裱纸机
整机利用人机界面需入纸张尺寸，自动调整
产品。
全自动裱纸机
整机利用人机界面需入纸张尺寸，自动调整
产品。

浙江星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全自动高速裱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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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高速裱贴机（前规机）
本系列产品的机台钢板制造，全部采用 45# 
钢板调质处理，消除钢板内应力，保证 15年
墙板不变形，经立式加工中心一次加工完成，
保证了各个工位的精度，保证设备运转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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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裱卡、瓦最高速度 13000张 / 小时，较老式自
动裱成倍提高生产效率。
高速运动控制前规定位，侧规全程跟踪确保
高速贴合精度 ±1mm。
加厚电镀钢轮（可选配不锈钢滚筒），表面
精细研磨，胶水量可调至 8g/m2保证厚薄纸胶
水均匀。
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依照欧洲 CE标准设计，
可实现设备的远程监控和维修。

CF系列高速糊箱机
CF系列高速糊箱机主要适用于中型包装，
300g-800g 卡纸 ，1mm-5mm 瓦楞包装的二折勾底
纸箱包装；本机也可生产对裱及 E、C、B、 
A平压模切或水印圆压模切开槽瓦楞的二折
盒，整机变化更为多样，调试简单，操作简
易方便。
本机装有特有的校正和二次压线装置。（填
补国内空白）的自动纠正功能。
连续积盒拍齐装置，采用触摸式终端和 PLC 操
作系统、( 可选配远程在线诊断系统 )。
遥控操作系统，传动结构采用齿轮箱传动，
持久耐用，选配备电动调板 ,稳定效率高，
充分满足人性化操作的需要。

安徽振新孛辰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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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翻纸机
全自动翻纸机
• 可以正反交替收纸；
• 纸张堆砌高度在 1.6米 -1.8米之间；
• 翻转数量可根据纸张厚度设定；
• 速度 4000-8000张 /每小时。

文承机械（东莞）有限公司 

全自动高速水性覆膜机（水性胶水及预涂膜两用）
• 专为环保概念设计之水性胶水高速覆膜机；
• 可使用水性胶水进行覆膜，或使用预凃胶
膜，一机两用；

• 叠位装置采用伺服马达系统，叠位调整准
确又稳定；

• 贴合干燥轮直径 600mm，采用热水加热循
环系统，控温稳定并准确；

• 采用热能回收干燥系统，节省约 20%的电
力，节能又环保；

• 单链刀系统切纸机，试用于各种不同的薄
膜（BOPP/PET/金属膜）；

• 单座去粉装置，采用热压除粉系统。

盐城东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MTM-108E3全自动多功能高速覆膜机
• 伺服高速飞达送纸，适合所有基材且运行
高速稳定

• 电磁加热：热能利用率达 95%，升温加快 2倍
• 热能循环烘干系统，整机用电量 30KW/h，
更加节能

• 高效率：生产速度最高可达 70M/min，10000
张 /小时

• 低成本：陶瓷网纹辊涂布，最薄胶水用量
5g/m2

送纸部采用高速飞达及伺服控制系统，送纸
更精确稳定，并且整机采用热能循环系统，
高速节能。气动拉规，高速齐纸，无划痕。
静电去除系统，更利于后工序的顺畅作业，
不停机送纸及收纸，生产效率最高化。

上海丝彩特印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全自动听回转丝网印刷机
丝网印刷

温州永顺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覆膜机
该产品是我公司根据市场需要研发的新型产
品，是针对目前水性烘干法胶水所设计的机
型。主机集上胶、干燥、贴合于一体，方便
操作者使用。一机可以多用，水性、油性、
干式覆膜均可以，是一种新型的覆膜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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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集机、电、气一体化运行平稳，操作和
维修方便，可广泛应用于课本、书刊、挂历、
卡片、产品样本、包装纸盒的裱塑，是印刷
厂和包装装潢、专业覆膜厂提高印刷质量，
降低工艺成本的理想设备。
全方位、高速、节能、高效率的覆膜专家。

上海紫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ZMA94C多功能凹版印刷机
• 最高印刷速度 Max.speed――10000印张 /小
时（s/h）

• 最大纸张幅面 Max.sheet size――650×940mm

• 最小纸张幅面 Min.sheet size――393×546mm

• 最大印刷面积 Max.printing area――630×940mm

• 适应纸张厚度 Thickness（weight）of paper――
0.07~0.45mm

• 给纸纸堆高度 Feeder pile height――1500mm

• 收纸纸堆高度 Delivery pile height――1000mm

• 主电机功率 Power of main motor――7.5kw

• 整机功率 Overall power――50kw

• 外形尺寸（长×宽×高） Overall dimensions――
10000×4400×2700mm

• 机器重量（约） Machine weight―― ≈91000kg

ZM2P2104-AL双面双色平版印刷机
• 最高运转速度：12000张 /小时
• 最大纸张尺寸：720×1040mm

• 最小纸张尺寸：360×520mm

• 最大印刷面积：710×1030mm

• 承印纸张厚度：0.04~0.20mm（40~200g/m2）
• 飞达纸堆高度：1200mm

• 收纸堆高度：1100mm

• 整机功率：45kw

• 外形尺寸（长×宽×高）：7590×3380×2750mm

• 机器装箱重量：≈25000kg

ZMJ104S / ZMJ104

双面检品机 / 单面检品机
• 最高运转速度：10000印张 /小时（s/h）
• 最大纸张幅面：720×1040mm

• 最小纸张幅面：360×520mm

• 最大印刷面积：710×1040mm

• 适应纸张厚度：0.06~0.40mm

• 给纸纸堆高度：1200mm

• 收纸纸堆高度：1200mm

• 主电机功率：11kw

• 整机功率：15kw

• 外形尺寸（长×宽×高）：7500×3380×2200mm

• 机器重量（约）：≈15000kg

ZMG104柔版上光机
• 最高印刷速度：8000张 /小时 sheets/h

• 最大纸张尺寸：720×1040mm

• 最小纸张尺寸：390×540mm

• 最大印刷面积：710×1040mm

• 承印纸张厚度：0.10~0.60mm

• 飞达纸堆高度：1500mm

• 收纸纸堆高度：1100mm

• 机器总功率：17kw

• 外形尺寸（长×宽×高）：7270×3400×2100mm

• 机器净重：≈9500kg

• 机器毛重：≈11600kg

江苏日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RT-600高速智能数码贴窗机
主机机架采用进口优质钢板，经热处理定性，
数控机床加工而成。保证机械运行 平稳，质
量稳定。机械分给纸，定位，上胶，贴膜，
压线切角，收纸五大部分。该机器在原先的
机器上经过改造，其精度更高，更准确。本
机设计合理，质量稳定，操作简单，易学。
是您印刷包装事业上的好帮手。
质量稳定、精度更高、效率更高、操作简单易学。

东莞市长鸿机械有限公司

CH-650/900高性能全自动切角压线贴窗机
• 液晶银幕对话窗口能显示各项讯息，设定
等功能；

• 采用双推规给纸准确；
• 可以在不停机状态下调节胶水前后左右位
置而不影响生产；

• 可以压双线切四个 V型缺口、适合双折面
纸盒（即有 3个面的胶片包装盒）；

• 贴胶片部位在不停机的状态下可任意调节
前后左右的位置；

• 前后均采用人机界面数字化调节控制，操
作简单；

• 调整器采用航天部件性能稳定；
• 位置追踪采用光纤技术，位置准确、性能
可靠；

• 电控部件采用欧姆龙、施耐德、安川系列，
稳定性高。

产品亮点：
• 可以在不停机状态下调节胶水前后左右位
置而不影响生产

• 可以压双线切四个 V型缺口、适合双折面
纸盒（即有 3个面的胶片包装盒）

温州创达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G-800/A全自动高精度贴窗机
G-800/A全自动高精度贴窗机为公司推向市场
最先进机型，该机具备多项外观与实用新型
专利，能对厚度为 0.05-0.25mm的薄膜（胶片）
进行双压线和双切口，自动涂胶，贴膜。主
机七轴全伺服同步。薄膜切口，涂胶，贴膜，
全部伺服联动微电脑智能调节。各工位多传
感器检测，运行状态实时监控，异常降速警报。

中山市正茂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全自动切角压线贴窗机
定位精度：±0.5mm。

温州欧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无纺布袋立体一次成型机
该机具有手提内折功能，自动折袋功能，专
注于无纺布立体袋的生产，覆膜与不覆膜立
体袋一次成型，用工人量少、效率高，生产
成本低，是市场上生产无纺布袋最具有竞争
优势的设备。

深圳市长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高精密双回旋横向分切机

宁波经纬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CB03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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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拓荒牛智能切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拓荒牛全自动底模雕刻机
• 中端技术合作产品，采用进口电主轴，每
分钟转速 24000转，每台机配 3个电主轴：
1个负责雕刻定位孔，1个负责雕刻槽线，
另外 1个负责雕刻外轮廓斜边；

• 传动系统采用研磨级的滚珠丝杠加直线导
轨，保证雕刻精度在 0.02mm左右；

• 采用日本进口 PANASONIC的伺服电机，保证
整机运营稳定；

• 整机数据线采用原装德国进口 IGES品牌的
数据线，保证电路系统运行稳定；

• 配备专业开发底模设计软件，操作简单方
便，可以自动生成绝大部分刀模所需底模
之外轮廓线，特别复杂刀模线可通过半自
动快速点击完成；

• 本机采用真空吸附装置固定材料，可稳定
吸附材料进行加工；

• 可方便快速的雕刻硬板及软板，节省全自
动模切机耗材成本及人工成本，并提高换
版速度，品质与稳定性；

• 台湾及大陆均有专业服务团队，方便后续
设备维护及各项服务。

全能型纸箱彩盒打样电脑切割机
• 中瑞技术合作产品，采用瑞士进口伺服电
机每分钟转速可达 到 25000转；

• 采用意大利 AMT直线导轨作为传动轨道，
保证机器高速运转 平稳；

• 采用日本松下伺服电机分别控制振动刀和
压轮的上下运动，可由电脑随意控制振动
刀和压轮的下刀深度，对于做精品盒需要
切割灰板纸时的 半刀切割，即可由电脑控
制。压轮单独由一个电机控制可压出完美
效果；

• 机器有四个功能头：振动刀切割头、压折
线轮、V型切割头和高转速铣刀头。可切
割 30或 60mm以下的蜂窝纸板、亚克力板、
瓦楞纸、塑料瓦楞板、灰板纸、白卡纸、
胶片、复合材料、皮料、布料、胶板、珍
珠棉、铝塑板和泡沫 KT板等多种材料。V
型切割系统可切 45°、30°、22.5°、15°、0°等
5种不同角度的 V型槽；

• 整机数据线全部采用德国进口；
• 机器台面采用美国进口纤维板，透气性好，
耐用，不易变形；

• 由最稳定的以太网口用网线传输数据，并
可直接连接 AI软件以及 AutocadCoraldraw等所
有软件输出；

• 设有安全装置（人手进入红外线范围以内，
机器自动停止）；

• 速度快，最快每秒可达到 1500mm；
• 直接在机器上控制所有微调功能，包括图
档自动优化功能，无需另配多一台电脑；

• 可由 CCD定位切割已印刷好的材料，快速
而又准确；

• 超高频振动刀切割技术，杜绝了人工划切
的不规范、冲压机、精度限制、激光切割
机烧焦 /异味等弊端；

• 便捷输出、高速切割 /压痕、快速成型；
• 免刀模，节省人力物力；
• 数据化，提升企业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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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瑞洲科技有限公司 

电脑数控切割机
双头切割、画线。

智能数控切割机
切割、压痕、V槽、铣切、CCD定位、画线、
布料对条对格切割。

上海路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M22

惠普最新工业喷印技术 TIJ4.0产品 ---M22,首次
惠普工业喷印产品在中国区发布。

CodeJet

高速惠普 TIJ2.5工业喷印产品，150米 /分钟
可变喷码印刷行业应用，最多支持 24个喷头。

ECjet

易用型惠普 TIJ2.5工业型喷码机，最大支持 6
个喷头。

汉光数码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彩色数码印刷机 施乐五代机 5575

稳定：
• 机器不是日货，是中国代工美国施乐下来
的机器，欧美标准；

• 机器原装，未改主板，未刷芯片，机器原
始参数未动过，显影偏压；

• 充电电压，供粉参数，走纸参数，均为原装；
• 机器新款，成色新，新机品质，二手价格；
• 机器出厂前严格检查 37项。 

效果好：
• 机器独家标配 Adobe postScript 3 与 PCL语言， 使
用 PS印刷语能更好的、更快速的处理图形
图像，层次感更好，网点更细腻，PS3语
言可以挂网，网屏 300LPI，角度可以调，可
以加载 ICC色彩管理；

• 显影偏压参数准确，充电高压参数准确，
供粉参数准确，充电棍、转印、载体都进
行严格的清洁，确保品质如新；

• 使用低温墨粉技术，颗粒更细；
• 机器使用 UV滤镜扫描，复印、扫描颜色非
常准确；

• 通过技术提升，打印效果网点，渐变，层次，
稳定性均远远超过亚太本的 3370，5570，
7550；

• 中文操作界面，中文驱动。 

施乐彩色数码印刷机 ,自动双面 ,正反两面一
次性成型 ,最厚可印到 350克铜版纸。A4成本
8分，可变数据印刷，不干胶印刷，条形码
印刷级别达到 A级，另外加工防伪印刷，陶
瓷粉印刷。

玉田中博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TYM1080HZ自动深压纹烫金模切机
该机最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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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1080RP自动深压纹排废模切机
该机最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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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市隆翔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下吸嘴全自动模切压痕清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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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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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诺德叼纸牙排传动链

• 收纸部：自动纸堆升降台，不停机皮带自
动收纸

• 电器部：PLC程式控制整机运行平稳、安全、
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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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缘给纸全自动模切压痕清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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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器部：PLC程序控制整机运行及故障监控
系统，保障机器运行平稳、安全、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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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版快捷，操作方便。
清废部由上框、中框和下框组成。上下清
废模版材料均由硬质合金板制作。中央定
位快速清废版锁紧装置及上框模具装夹系
统，实现快速换版，操作方便。独特的清
废针设计，可直接固定在加紧条上，装卸
方便。

东莞市驰顺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贴双面胶

玉田县乾源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QYHX-2300A型高速糊箱机
该机采用变频调速、PLC集中控制、模数转换，
并配以高速离合器，运行控制精准。
该机有独立的输纸系统，同时配以强力吸风
送纸，可对双片和单片纸张进行输送。
该机在做两片成型纸箱时，两片纸张可在动
态中涂胶、四面定位合一，准确度好、精准
度高。两片合一后，人员在折叠成型部进行
人工折叠成型，同时可对因纸箱压痕时压痕
线与瓦楞线出现的较叉造成的问题进行手工
纠正，从而完成最终成型。该机两人即可操作。

QYHX-2400B型高速糊箱机
该机采用伺服传动、PLC集中控制、模数转换，
运行控制精准。该机有独立的输纸系统，同
时配以强力吸风送纸，可对双片和单片纸张
进行输送。
该机在做两片成型纸箱时，两片纸张可在动
态中涂胶、四面定位合一，准确度好、精准
度高。两片合一后，人员在折叠成型部进行
人工折叠成型，同时可对因纸箱压痕时压痕
线与瓦楞线出现的较叉造成的问题进行手工
纠正，从而完成最终成型。

上海荩晶印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翻纸整理机
• 翻纸，用于双面印刷，正面印刷后翻转印
反面；或印刷之反面先上光油（如防霉、
防蛀、防潮光油等）再印刷正面；通过纸
堆翻转放置以减轻印刷完毕的纸堆长时间
放置所产生的翘边和卷边的卷曲程度。灰
底白卡只需印刷灰底，白底白卡需印刷反
面白底，双胶纸印刷反面等都需要翻转纸堆。

• 吹风除尘、震动闯纸，减少纸毛、纸屑等
杂质，改善纸张表面质量，减少双张进纸，
清除喷粉，加快油墨干燥，减少纸张粘连，
背面蹭脏，减少油墨气味，提高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

电动翻纸运输车
集纸堆翻转、搬运为一体，采用全电动模式，
是专为印包企业设计开发的一款新型印刷纸
张翻转、搬运、提升、装卸工具，该车采用
先进的电子无级调速系统，性能稳定、操作
简单。
具备电动液压提升，电动纸堆双向夹紧，
180°正反向翻转、电动搬运车等功能。使您
的彩图印刷轻松解决双面印刷时的翻转问
题，整机采用进口优质型钢作为门架耗材，
更经久耐用，配备动力电瓶使动力更长久，
配套的智能型充电器，整个充电过程无需专
人监护。

简易式纸堆翻转机
引进美国 EZTURNER设计理念，针对四开及以
下的需要双面印刷的产品，比人工翻纸更省
力，减少用手堆叠且不损坏纸张，翻一堆纸
仅需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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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骏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 设备使用故障率低，经久耐用；
• 安全设计考量，更加人性化；
• 快速模具更换，快速简便；
• 所有不同高度刀料都使用双丝杠送料，真
正意义上的快速送料方式；

• 最新控制器控制方式设计念。

深圳市豪瑞斯精密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QF-1180内孔清废机
• 最大纸张尺寸：1100*800mm

• 适用气压：6-8Kgf/cm2

• 整机尺寸：1350*1200*1780mm

• 重量：350kg

• 品牌：HRUIS

• 产地：深圳
• 制造商：深圳市豪瑞斯精密五金机械有限
公司 

• 用途：本设备主要用于包装企业的各种彩
盒纸箱模切后所残留的内孔废纸的清理
（如飞机孔、圆孔、方孔、长条孔、异形
孔等）可调的上锁板可以同时装几十件模
具达到一次清理几个甚至几十个废孔，大
大节省了人工，提高工作效率。

本机能一次清除 40-80mm厚的纸箱上多处孔
废料，并准确清除多处各类异形孔或圆孔。
工作台上设置有落料孔，连接架上安装气缸，
气缸的活塞杆通过支撑臂与设备机架连接，
设备上安装有冲头。冲头通过气缸上下运行
从而进行冲孔作业。

• QF-1050数控清废机
• 速度：15-30叠 /分钟
• 整机尺寸：2775*1680*1850mm

• 最大纸垛尺寸：1050×730mm

• 最大纸垛高度 50-100mm

• 最小纸垛尺寸：260*270mm

• 最大脱标尺寸：360×360mm

• 最小脱标尺寸：20×20mm

• 油泵最大压力：7mpa

• XY轴精度：C8级
• 产地：深圳
• 制造商：深圳市豪瑞斯精密五金机械有限
公司

东莞市台耀机械有限公司

内孔清废机
特点：
• 内孔清废机主要用于彩印包装企业的各种
彩盒纸箱模切后所残留的内孔废纸的清理 
（如飞机孔、圆孔、方孔、长条孔等）；

• 内孔清废机许多关键部件通过完善的设计
和精细加工，确保机械工作的准确性和操
作简便；

• 可调的上锁板可以同时装几十件模具达到
一次清理几十个废孔，大大节省了人工，
提高工作效率。

东莞金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自动鸡眼机
自动送鸡眼钉，自动铆冲 ,高速自动冲铆鸡
眼，业界最快。

自动穿光纤机
自动送光纤，高速穿丝，品质稳定。

汕头顺鑫隆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LF-1020SJN双头清废机
根据客户需求及更多产品规格要求，我司新
研发生产的双头系列清废机，大大解决了以
往无法解决的产品。
例如：勾底盒，自扣盒，异形对叉盒等产品。

LF-1020DJN单头清废机
LF-1020系列清废机是针对自动模切与手动模
切后的各类烟包、酒盒、药盒、化妆品盒、
勾底盒、自扣盒、异形盒、商标（吊牌）等
包装的自动拆边或清废的专业设备。
该系列清废设备具有高效性、高可靠性、高
安全性的品质。至此，顺鑫隆将以多年研发
生产清废机的经验，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清
废方案。

深圳市尚航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飞达吸筒

飞达传动连接轴

佛山市爱立德机械有限公司

DT-420-30S自动束带机
预热加温无烟雾，更适合无尘车间使用；旋
钮式温度高低调节，捆紧力松紧调节，简单
实用；一台机器可同时使用通明胶带或纸质
打包带。

DT-420自动束带机
• 谁都可以漂亮的束带，既简单、又确实；
• 纸带、塑胶束带只要一台就 OK；
• 待机时间“0”秒；
• 用最适当的力量，牢牢地束带；
• 即使不小心空心束带（无物束带）也 OK。

深圳市金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800-3000瓦大功率激光刀模机
制作各类印刷包装盒、烟包、吊牌、公仔、
木艺拼图、EVA海绵等刀模。

300-600瓦中功率激光刀模机
制作各类印刷包装盒、吊牌、公仔、木艺拼图、
EVA海绵等刀模。

深圳市特思德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TSD-LC1000-1218大功率激光刀模机
龙门式机床结构，运行稳定，占地面积小，
激光切割头配有自动高度跟随系统，适应材
料高低不平，保证切割刀缝一致。
采用松下伺服马达驱动系统，台湾 HIWIN品牌
精密级直线导轨，切割精度准确。

强力排烟系统，工作时烟尘少，创造良好的
工作环境。

TSD-860全自动弯刀切线一体机
• 业界首创，结合自动弯刀机和自动切线机
于一体，使刀模制作高度自动化；

• 双轨道设计，弯刀切线双轨可同时工作，
工作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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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盒成型解决方案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HM-ZD350A全自动智能制盒机
HM-ZD350A全自动智能制盒机，是我司最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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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最小尺寸 45x45x10mm，最大能到
350mmx250mmx120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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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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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部分采用图像
定位系统及机器人抓取部件，提高定位精度
及效率，误差范围在±0.05mm，且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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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各种天地
盖硬盒的自动生产；
• 全电脑功能参数的设置和自动换模功能
(选配)；

• 故障诊断功能；
• 自动吸送面纸和送灰板功能；
• 24小时控制胶水预热功能；
• 成型机内置 300项产品配方；
• 四角贴角加热单独人机界面控制；
• 整机采用安川伺服控制系统；
• 图像定位系统及机器人抓取；
• 成型部分自动抬盒引取装置；
• 胶水粘度自动控制系统（选配）。

温州中科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天地盖纸盒成型机 ZK-660AN

ZK-660AN全自动天地盖纸盒成型机是国内最先
进的制作高档天。
地盖纸盒（如：手机盒、化装品盒、鞋盒、
衬衫盒、内衣盒、礼品盒、食品盒、五金盒
等）的优秀设备。采用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
光电跟踪系统、触摸屏人机界面，实施送纸、
上胶、纸板成型帖四角、定位贴合、自动引取、
进盒、包边、折耳及折入成型动作一次性完

成，全过程自动化，生产效率与传统手工制
作相比提高三十倍。
全程自动化，高效生产率。

温州科强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封面机
全自动封面机采用伺服传动，光电定位、伺
服纠偏等新技术，自动完成面纸进给、上胶、
纸板自动进给、定位、四面包边等工序，精
度高，速度快，压角包边美观，是广大印刷
包装界同仁大批量生产：白酒、香烟、月饼、
茶叶、手机、内衣、工艺品、化妆品等外包
装盒及文件夹、台历、精装书封面等最有效
的解决方案。
伺服传动、光电定位、伺服纠偏。

全自动纸袋机
ZD-200六角底纸袋机是我公司专门针对休闲食
品行业推出的一款机器，该机器使用单张纸
作为原材料，自动完成进纸、上侧胶、对折
贴合、开底、上底胶、折底等工序，操作简便，
速度快，维护简单，是板栗、薄饼、爆米花
等各地特色小吃包装纸袋的首选设备。
主要技术参数
• 型号 ZD-200

• 纸张展开长度：320~420mm

• 纸张展开宽度：200~300mm

• 成筒宽度：150~200mm

• 袋底宽度：52~65mm

• 纸张厚度：70~100g

• 生产速度：70~90Pieces/min

• 整机功率：6kw

• 整机重量：4200kg

• 外形尺寸：8000×900×1500mm

广东力顺源智能自动化有限公司

LY-485C视觉定位模块
LY-485系列产品，全部采用 LY-2012全自动智能
制盒机的结构设计，飞达送纸、过胶和输送
带都采用独立的伺服驱动。定位采用 YAMAHA
机械手和摄像头成像定位，可实现天地盒、
皮壳、抽屉盒、 异型盒等产品的精准定位，
适用于各种需要过胶定位的高档精品盒，如：
手机盒、化妆品盒、珠宝首饰盒、手表盒、
酒盒、烟盒等制作。

LY-325CTH抽屉盒成型模块
LY-325CTH抽屉盒系列主要适用于抽屉盒、酒盒
以及直筒盒类的精品盒，可实现自动包边、
贴底板、围筒成型。

LY-412CCD全自动视觉定位制盒机
LY-412CCD全自动视觉定位制盒机，采用视觉定
位主机、自动贴角机、天地盒高速成型机组
合成全自动视觉定位制盒机。
本机采用视觉定位系统、触摸屏人机界面，
实现送纸、过胶、胚盒成型、定位、抱盒、
包边、折耳及折入成型动作一次性完成，是
一款高速、高精度、高品质天地盒制盒机，
可适用于手机盒、珠宝首饰盒、化妆品盒、
礼品盒等高档天地盖。
LY-1632JH全自动抽屉盒机
采用视觉机械手定位为主机、抽屉盒模块组
合成全自动抽屉盒机，适用于制作各种高档
高筒的酒盒、化妆品盒、手机盒等产品。
本机采用可编程控制器、视觉定位系统、触
摸屏人机界面，实现送纸、过胶、送板、定位、
贴底、包边、折耳、折入成型等全程自动化，
生产效率比传统手工相比提高了三十多倍。
LY-485C-PK全自动皮壳机
采用视觉定位主机、四面包边模块组合成全
自动皮壳机，适用于各种类型书型盒皮壳（如
手机盒、月饼盒、茶叶盒、化妆品盒）精装
书壳、笔记本封面、台历、文件夹等。

东莞市德高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DG-500纸盒伺服成型机（专利产品）
该机融纸盒的包边、折入、压泡为一体，运
用伺服驱动斜齿轮和凸轮完成连贯动作，稳
定流畅，精密耐用，是目前相对合理的一款
成型机，也是广大礼品盒生产厂家的明智必
选机型！
六个伺服加凸轮传动，稳定、耐用、静音、
调试简单。

东莞市东城力鑫包装机械厂

H-600B智能精装生产线
智能精装生产线可以搭配成型机或皮壳机是
制作高档精品天地盖纸盒的优秀设备。设计
合理，性能稳定可靠，等同国际技术领先水
平。采用总线控制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视
觉图像和雅玛哈机械手纠偏定位，触摸人机
界面。实现自动送面纸，自动过胶，灰板自
动输送，伺服电机成型等工艺动作一次性完
成。整机生产全自动联机动作，生产效率比
传统工艺制作提高数倍。还具有故障诊断显
示和报警功能，操作安全有保障。适用于制
作首饰盒，电子产品包装盒，各类天地盖礼
品盒，可生产封面皮壳，一块纸板或多块纸
板四面包边一次完成，加工各种封面皮壳。
本品的过胶部分采用 PLC可编程序控制器，
触摸人机界面和伺服电机传动。实现自动过
面纸，自动过胶，灰板自动输送，面纸在输
送皮带上自由停留，时间可调长调短，胶水
可调厚薄。滚筒采用全自动过胶机原理，设
计合理，性能稳定。
该机采用自动机后提式送纸，克服了以前传
统工艺过双张的情况。可以搭配用，生产盒
子时配以 560成型机，生产各种盒子。配皮
壳机可生产各类型皮壳产品。

东莞市晟图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ST060D数码皮壳机
ST060D数码皮壳机换版时间仅需 1-5分钟 , 大
大高于国内其他品牌同类型机器的调试时间；
主要适用于短版、拼版、快版等业务；生产速
度快，稳定时速可达 50-55个，是普通皮壳机
速度的 1.5至 2.5倍，是目前国内最快的皮壳机。
转板快、效率高、易操作、降低运营成本。

广东中科天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TG-3C40P型全自动天地盖制盒机
是目前最先进的生产高端智能包装设备。原
创性颠覆设计、完全自主研发、立体的专利
保护链、全球率先支持“面纸 V槽”并兼容
低克重面纸、完美实现“在线拼板”并兼容
传统贴角，柔性并节省材料；双视觉定位精
度可达±0.05mm；支持微瓦楞成型、远程诊断，
体积小，绿色节能。
易学易操易维护、省料省人省空间、高质高
效高颜值。

东莞市龙行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槽王�高速双向全自动开槽机（型号：LS-
1200C）
是理想的高速自动开槽机，广泛应用于硬盒、
礼品盒等的 V型开槽。能提高产品的质量和
外观，使产品更高端。
快速变向，便捷的工作设定，开槽角度可调
节，适用于纸板和纸箱纸。

全自动贴角机（型号：LS-T430））
可同时完成模切盒和开槽盒四个角的粘贴。
进给系统采用自行设计避免磁带卡带的问
题。可以在同一台机器上处理塑料胶带和纸
胶带，不需要额外的部件。高箱可以在这个
模型完成后，一次进给可在同一边贴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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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天地盒成型机（型号：LS-430）
是本公司技术部制定的天地盒新技术。专业
从事生产各种硬质盒，如糖果盒、礼品盒、
高档盒、手机盒、首饰盒、同源盒（斜侧箱）、
鞋箱等，采用日本 PLC和人机控制、液压气
动纠偏系统，确保良好的质量和稳定的运行，
可以自动完成盖上纸，贴角及进箱、压盖纸
粘盒和盒包装。

天地盒定位机（型号：LS-600B）
采用反推送系统，结合精心设计的对准系统，
确保稳定和平滑的封面纸。它配备了一个由
液压气动技术和光电检测系统结合的测试系
统，使机器可以在粘纸上定位纸盒。

东莞市源旭智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YX-6400DW全自动视觉定位上糊机
适用范围：视觉定位上糊机是采用飞达上糊
机 +机械手 +高清摄像头成像定位，可实
现天地盒、皮壳、抽屉盒、 异型盒等产品的
精准定位，适用于各种需要过胶定位的高档
精品盒制作，如：礼品盒、月饼盒、手机盒、
鞋盒、首饰盒、化妆盒、茶叶盒、烟酒包装盒、
医药包装盒等。
产品特点：
• 模块可换：实现按需升级，满足不同客户
需求

• 面纸千变：开槽面纸，心型面纸，各色面
纸轻松完成

• 调模快捷：缩短生产停顿，满足不同产品
要求

• 自由匹配：可独立操作，可流水作业

• 记忆功能：可直接调取参数设置
• 视觉定位：定位精度更高，满足高标准客
户要求

• 产能可控：按需调速，依产品而定
• 伺服控制：操作方便，简单易学
• 故障报警：故障鸣笛报警，故障屏幕显示
• 紧急停止：带可触式急停开关，按下自动
停机

YX-6400S 全自动天地盖制盒机
天地盖制盒机领跑者，简称制盒全能机。
产品特点：
• 模块可换：实现按需升级，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 超厚面纸：380g开槽面纸，轻松完成
• 调模快捷：缩短生产停顿，满足不同产品要求
• 自由匹配：可独立操作，可流水作业
• 自动压泡：满足高标准客户需求 (选配 )

• 对耳可调：左右对搭，中间无缝，小边对
耳均可

• 盒型可变：高低盒，梯形盒，开窗盒等大
小盒均可适用

• 产能可控：按需调速，产能依产品工艺而定
• 折入更深：小边折入，到底折入，压底折
入均可实现

• 故障报警：故障鸣笛报警，故障屏幕显示。
• 紧急停止：带可触式急停开关，按下自动停机
• 视觉定位：定位精度更高，满足高标准客
户要求

YX-230TC自动贴衬压泡机
适用范围：
手机盒，礼品盒，化妆品、鞋盒、玩具盒、
饰品盒等天地盖 纸盒产品。
产品特点：
• 调模快捷：缩短生产停顿，满足不同产品
要求

• 自由匹配：可独立操作，可联机各种制盒
设备，实现自动化生产

• 产能可控：按需调速，依产品而定。自动
化作业，减少人工

• 伺服控制：操作方便，简单易学
• 故障报警：故障鸣笛报警，故障屏幕显示
• 紧急停止：带可触式急停开关，按下自动
停机

• 贴衬平满：衬纸满胶，衬纸贴附效果平整
美观，无溢胶空胶现象

• 定位准确：产品内侧不易粘胶，降低损耗

广州弘裕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HY-9045A自动书型盒组装机
HY-9045A自动书型盒组装机是我司最新研发的
能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主要适用于
组装无底内盒书型盒，压盒模下降距离可调
节，全新的内盒输送定位方式，由机械手夹
持伺服电机定位，速度快定位准主要适用于
组装无底内盒书型盒，压盒模下降距离可调
节，同时解决了机械定位刮花等问题，本机
采用最新电脑控制系统（已申请国家专利技
术认证）自动喷胶系统，可喷任意图形，组
装速度快，成型误差±0.2，无废品产生等。
最高成型每分钟 20-26个，目前是国内最快最
先进的书型盒组装成型设备。
HY-9045A适用于组装无底内盒书型盒机械手夹
持伺服电机定位，速度快定位准。

广州市杜宏自动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天地盒自动调模成型机
天地盒自动调模成型机，此机采用 6台伺服
电机驱动，智能化自动调模，只用输入产品
长宽高就可正常使用，调模快，产品美观，
高效率生产。
智能自动调模，产品美观，高效率！

东莞市卓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贴角机
全自动贴角机可三方向退盒出料，根据生产
需求任意组合，节省生产占地空间。该机以
生产速度快、贴角稳定、成本低等优点逐步
替代了传统的手工贴角，极大地提高生产效
率同时节省了大量的人员，广泛应用于纸盒
天地盖包装企业。
本机主要由送纸、四角贴角、胶带传送、输
送带输出四部分构成。送纸部采用皮带摩擦
下抽式送纸可实现不停机加料；贴角可贴高
低斜边盒、超高盒分两次贴切角，增加牢固
性；贴角长度自动可调，完成贴角后脱落在
下部输送带上。该机调试方便快捷，简单易
学，采用 plc编程可调，整机速度快运行平稳。

深圳市鑫拓机械有限公司

天地盒成型机
XT-480A天地盒成型折入机是食品盒，衬衣盒，
手机盒，鞋盒等盒子生产加工的更佳选择。
本机操作方便，生产速度快，节约人工成本，
产品表面光洁平整且无气泡。本机运用了伺
服分模系统，纸盒速度更快，精度更高。

纸板全自动开槽机
• 本机专业针对工业纸板、灰纸板、密度板
等各种板材开 V槽；

• 采用自动送料机构，把要开槽的纸板整个
面包在转筒面上，保证开槽的走位准确、
没有偏差和开槽的直线性。具有  高精度
刀具耐用等特点；

• 开槽效果：没有毛边、没有灰尘、V槽面
光滑。

深圳市天善机械有限公司

半自动天地盒成型机
本机为礼品盒、包装盒、手工盒等产品生产
线流水作业之配套设备，可一次性实现折入
包装、折耳、压泡及成型折入等连贯作业，
可为企业节省大量时间及人工，有效提升生
产产量，是各制盒企业的首选产品。
产品特点：
• 采用 PLC及双伺服驱动控制系统，保证各
种动作精准到位；

• 高质量尼龙轮转毛刷能使产品成型更加平
滑紧实，有效保护产品表面；

• 人工置盒可一次性完成折入、包边、压泡、
成型，节省大量人工；

• 移动方便，占地面积小，每条流水线可
以放置两台，天盖与地盖配套生产，提
升产量；

• 采用进口轴承及电子元器件，提高机器质
量，增加使用寿命；

• 操作简单，易上手。换模、调试、操作简易，
适合新手操作。

东莞市飞可特机械有限公司

FKT-400A全自动书型盒组装机
做货稳定、定位准、速度快、省人工。
• 采用条状喷涂，节省胶水、粘合强、无漏位；
• 机器手定位，精度高；
• 定位压盒，皮壳与内盒粘合精密，无气泡、
无划痕；

• 使用简单方便，效率高。速度可达 28pcs/
分钟；

• 独创的自动送板系统。

东莞市洲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飞达送纸）自动上糊机
自主研发新一代产品，本机采用一体设计，
高性能，高速度，操作简单易懂，主要用于
各种精装书壳，文件夹，盒子的面纸裱衬自
动上胶，本机可以做到最小 40mm*65mm的面纸，
最大可以做到 800mm*1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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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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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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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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速度最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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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工作效率是人工的 3倍，生产各种天地
盖纸盒。
高效率；最快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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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自动除泡机
GC-160全自动除泡机是国润机械自主创新、研
发，用于对高档精品抽屉式礼盒、抽屉盒、
包装等的除泡的优秀设备。适用于各类包装
产业。
优点：全自动化生产，省人工，速度快，更
佳设计方案，高质量礼盒除泡成型。

自动过胶定位机
自动过胶定位机是由深圳市国润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于 2013年自主研发生产的一项针对
精裱盒和皮壳的包装设备，本设备具有多项
国家发明专利。
优点：该设备包含自动送纸过胶、自动送灰
板、自动定位、自动压紧、烘干等部分。速
度快，定位准。

东莞市科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天地盒自动贴角机
调机便捷速度快，产能高，生产稳定报废率
低，适用于市场多数产品（木盒，梯形盒及
开天窗天地盒等）。
• 单臂压合装置，使用环保热熔胶带贴角
• 胶带长度可在 5-35mm之间任意调节
• 大机盒子尺寸：最小规格 48*48*10mm

• 最大规格 480*450*150mm

• 一分钟：60-90pcs

• 机器尺寸：1900*1200*1900mm

• 电源：220V/50Hz/0.37min

• 功率：3.0KW

• 机器重量：1000KG

• 适用范围：制作天地盒，书型盒，礼品盒，
精装盒等盒子成型

东莞市钜镕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高精度铁片自动安装机
方形，圆形铁片都可贴！伺服驱动，多项检
测功能，稳定自如，功能多多！是中高端印
刷包装企业的铁片安装标配机。

印刷包装耗材专区

广州市乐佰得喷涂设备有限公司

LEARY ARRY916 CONTROLLER 
WITH MIDDLE PRESSURE PUMP AN 
QUALITY DETECTION

冷胶热胶的喷胶控制及其检测，辊胶的检测，
条形码的检测，激光打码的控制及数据管理，
其他任何适合折叠纸盒的质量检测功能。

MODPUR2

适合透明盒的 PUR喷胶，配备不同精度的齿
轮泵，选配压力控制系统，喷胶控制系统，
满足不同生产需求能。

24V冷胶枪
24V控制胶枪，满足通用的控制方式，方便设
备后期改造和加装。

贝克牌气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VT4.25无油旋片式真空泵
应用行业：医药包装，木工机械，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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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40复合式旋叶真空泵及压缩机
应用：从印刷到运输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可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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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拿商贸有限公司

CITO ULTIMATE（UM）超达型系列
超高的精准度让折痕再无偏差，坚实的基底以
及拥有弹性的外层更保证了产品的折痕如一；
具备优越的柔韧性、超长的使用寿命免除经
常更换压痕线带来的不便，大大节省了工序
时间，是超达订单的不二选择。

石利洛印材有限公司

水性凹版油墨
L用于塑料薄膜及纸张上的凹版印刷。

水性吸塑油
用于纸张吸塑包装的纸卡过吸塑油。

胶印油墨
平张柯式胶印用油墨。

感光树脂版及设备
柔性版制版。

东莞市合裕粘贴制品有限公司

水溶性白胶浆
水溶性环保白胶浆广泛应用于过塑彩盒、过
塑手挽袋、UV、磨光彩盒、信封、利事封、
速递封制作、礼品盒、天地盒、食品盒、精
装书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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啫喱胶
啫喱胶广泛应用于礼品盒、酒盒、化妆品盒、
茶叶盒、精装书壳、相册、集邮册、文件夹、
封面制作等。

郑州友佳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YJ-815

• 产品用途：适用于各种卡盒的机用封口粘合
• 产品特点：用途广、适合各种品牌机型、
多种上胶方式、多种型号产品、多种表面
处理

• 效率高：零 VOC、初粘快、省胶
YJ-518

• 产品用途：适用于覆膜手提袋的侧边和底
边的机用、手工粘合

• 产品特点：干燥速度快，粘接力强，尤其
针对底部膜对膜的粘合，粘合持久不开胶

• 该产品固含量高、乳白色，用在纸张较薄
的袋子上不显色、不留痕迹

YJ-512

• 产品用途：适用于覆膜手提袋的侧边和底
边的机用、手工粘合

• 产品特点：干燥速度快，粘接力强，流动
性好，手工涂刷时涂刷流畅

福建泉州市惠昌胶粘剂有限公司

多功能 A型封口胶
本品系采用优质的合成乳胶、热塑性弹性体、
增粘树脂、多种助剂，经过严格的科学配方
和先进的生产工艺精心制作而成的一种高性
能粘胶。
外观：乳白色粘稠状也踢。
适用范围：本品适用于铁窗、上油磨光、纸
/纸、膜 /纸的 UV强力粘接，也适用于精品
盒中纸、膜、中密度板之间的合面与粘接。

BF-7000

BF-7000系适用于全自动、半自动、手工裱纸
机卡裱卡，卡裱瓦，三层、五层等纸张贴合
专用。
BF-7000系合成胶粉对人身健康和环境无任何
影响，属于绿色环保产品，请放心使用。

蓝曲先锋
蓝曲先锋系适用于全自动、半自动、手工裱
纸机卡裱卡，卡裱瓦，三层、五层等纸张贴
合专用。
蓝曲先锋系产品对人身健康和环境无任何影
响，属于绿色环保产品，请放心使用。

梅州乐路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乐路仕免喷粉免酒精水斗液
全球首创、印刷革命、开创印刷行业新纪元、
颠覆传统印刷技术。
乐路仕水斗液五大优势：
• 绿色环保
• 节省成本
• 改善品质
• 提高效率
• 改善环境

东莞市金天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主营产品
• 全自动压版机 成品连体片基
• 彩盒开窗口胶片
• 透明 PET卷材
• 透明 PET片材
• PET折盒定制
• 挂版条
• 挂版 PVC双槽
• 挂版铝合金双槽
• 挂版 PET胶片
•  挂版纤维胶带
• 挂版纤维胶带
• 贴版双面胶
• 印刷衬垫
• 太阳轮
• 送纸轮
• 送纸轮
• 打包带
• 拉伸膜
• 透明封箱胶
• 烫金纸
• 蜡烛包装膜
• 印刷字粒
• 印刷耗材
• 印刷包装材料
• 水墨印刷机配件
• 纸板线配件

东莞市神乐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有色覆膜胶
用于纸张印刷品和 BOPP膜烘道式干法复合，
更适用于高速复合。
专为印刷品专色研制而成，替代原有的平版
印刷和凹版印刷。

水性覆膜胶
用于纸张印刷品和 BOPP膜烘道式干法复合，
更适用于高速复合。
对于各种印面可直接压合，可联机分切。

东莞市商达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商达彩盒厂 ERP管理软件
对彩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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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达原纸贸易 ERP管理软件
对产品订单自动依据面积报价计算产品张
价、重量、面积，统一快捷批量单价调整；
与原纸厂无缝订单对接、成品进销存仓存管
理，对产品订单智能排送，采购与收货各环
节环环相扣管理 , 支持快捷排送计划、送货、
财务月结，运费统计计算，应收付帐款管理。
严格的信用管控 ,成本毛利分析，可兼内外
网同时使用，支持安卓、苹果手机移动终端
APP操作现场工序与查询使用。
商达印刷加工厂 ERP管理软件
对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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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创织美织带有限公司

三股绳
方便美观、颜色多样。
麻绳
方便美观、颜色多样。
纸绳
方便美观、颜色多样。
棉绳
方便美观、颜色多样。
PP绳
方便美观、颜色多样。
八股绳
方便美观、颜色多样。

东莞市全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欧冠低噪音节能中压风机

欧冠低噪音节能中压风机

余姚市宝马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直纹刀
磨口处理，刀锋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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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刀
磨口处理，刀锋锐利。

特制刀
能弯曲各种复杂的几何形状。

不干胶刀
适合与各种不干胶成型模切。

圆口线
可定制任何高度。

方齿刀
适合与票据的模切。

广东新纪源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触感预涂膜
表面有丝绒光滑、细腻的特殊触感。

镀铝预涂膜
本产品覆到纸张上能达到金银卡纸的效果，
广泛应用于食品、药、酒日用消费品等包装
纸盒。

压纹预涂膜
本产品经特殊处理，使薄膜表面产生各种花
纹，覆于精美图片或相片上，能产生意想不
到的视觉效果，特别适合于婚纱相册、相片、
精美图片、文具、书刊等。

镭射预涂膜
本产品覆到纸张上带来雪花纹理的效果，广
泛应用于礼品彩盒包装。

深圳市星超工业器材有限公司

海德堡印刷机飞达输纸皮带
输送稳定，摩擦力强，耐磨，使用寿命长。
原装皮带，方便安装。

自动模切机牙排链条
运行稳定，噪音小，精密度高，二条配组使用。

全世界最耐生锈的钉书线，钉箱线
热浸锌工艺，比其他品牌钉线更耐生锈，不
断线，不打结，减少停机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尺寸精密度高，增加钉书数量，节约成本，
重量准确，线圈不计入产品数量，使用率百
分百，用到最后一米，避免浪费带来的成本
增加。

上海路嘉胶粘剂有限公司

各类纸袋纸盒用胶
应用：
对覆 BOPP，PET，UV及光油的手挽带，纸盒等
有极强的粘合力。
特性：
• 在各类基材上都具有极强的粘合强度
• 固化快
• 开放时间长
• 机器运行清洁

食品包装无苯胶
应用：
适用礼品盒及无纺布，布与纸板的粘接，可
用于直接接触的食品包装。
特性：
• 不含苯
• 固化快
• 运行清洁
• 粘度高

纸张复合裱贴胶
应用：
用于纸张和纸盒的复合，纸板书的制作，礼
品盒、天地盒的裱贴。
特性：
• 开放时间长
• 不易变形
• 不含溶剂
• 流平性好

卷烟胶（过滤嘴接口，搭口胶，纸盒胶）
应用：
适用香烟过滤嘴接口、搭口、烟盒的粘接，
适合中高速国产，进口等卷烟机设备
特性：
本产品不含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甲醛防
腐剂气味小等，初粘剂好，强度优等特点，
所有原料均符合 FDA（美国食品及药品协会）
条规 21CFR175.105粘合剂。

浙江润德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速裱纸机专用聚合胶粉
聚合胶粉由高分子树脂材料直接聚合淀粉而
成的裱纸胶水，不添加任何填充料，耗胶量对
比传统的裱纸胶水下降 30%，经过粘合的产品
下机纸张水分显著下降；纸板抗压加强，可用
抗压仪器测试对比数据明显增加；胶水裱纸
干燥后会在纸张贴合面呈晶体状，耗胶量低
裱好的产品梅雨季节不易回潮，针对性的解决
客户雨季带来彩盒回潮变软的现象；对人身健
康和环境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适用于高速裱纸
机、中速裱纸机，卡裱瓦，三层、五层等纸张贴
合专用。

产品特点：耗胶量低（20~22g/m2）、初粘性强（输
送带出纸粘合）、纸板水份低（10-12"）、自然干
燥快（下机 30分钟可以进入下道工序）、减少
排骨纹、防潮性特强、增加纸板耐破边压。
环保标准：本产品严格通过欧美ROHS、REACH、卤素、
CPSIA+CA65、ASTM F963-11、CAN、PAHS、TPCH94/62/EC等
对有关限用物质的要求和第三方质量认证。

高速糊盒机多功能一体胶
本品系采用优质的纳米级高分子乳液、进口
热塑性树脂等特殊单体共聚而成的高性能胶
黏剂，无毒环保。适宜于彩盒表面上油 /BOPP/
PVC/PET/UV强力粘接，也适用于精品盒中纸、膜、
中密度板之间的合面与粘接，初粘力大，利
于定位；流平性能好，可实现胶水在基材的
快速流平，不会造成胶水溢胶现象，糊盒产
品平整、光亮；不添加甲苯等有害溶剂，环
保无不良气味；
产品特点：适用于高速糊盒机、半自动糊盒
机、喷胶；
环保标准；本产品严格通过欧美 ROHS、
REACH、 卤 素、CPSIA+CA65、ASTM F963-11、CAN、
PAHS、TPCH94/62/EC等对有关限用物质的要求和
第三方质量认证。

HNV-936免打磨 UV喷胶
本品系采用优质的高分子乳液、苯丙乳液、
进口热塑性树脂等特殊单体共聚而成的纯水
性粘合剂，不含溶剂、无毒环保。适宜于彩
盒表面纸 /纸、纸对油、UV强力粘接，初粘
力大，利于定位；流平性能好，可实现胶水
在基材的快速流平，不会造成胶水溢胶现象，
糊盒产品平整、光亮；不添加甲苯等有害溶
剂，环保无不良气味；
产品特点：针对 UV彩盒喷胶系统无需打磨，
减少操作工序，直接上机使用。
环保标准：本产品严格通过欧美 ROHS、
REACH、 卤 素、CPSIA+CA65、ASTM F963-11、CAN、
PAHS、TPCH94/62/EC等对有关限用物质的要求和
第三方质量认证。

上海政太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64

高速包装 / 低黏度 / 固化快 / 适合较大包装箱 
/ 适合快速自动封边。
纸箱自动封装

深圳市嘉美高科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热熔胶机
• 精密齿轮泵热熔胶机，胶压稳定；
• 人机智能触摸屏控制；
• 模块温控，（无单片机电路）维修方便；
• 熔缸容量 10L，可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定制；
• 外形流线型新颖设计；
• 熔缸内壁涂铁氟龙防粘层，保用十年不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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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分区控制温度调节，最多控制 9个温
区；

• 操作语言中英文两种语言可选；
• 开机检测诊断，报警，保护；
• 触摸屏显示熔缸，喉管，枪头等各区温度
及参数；

• 人机界面，参数设置方便；
• PID温控，进口 PT100感温器；
• 独立回流阀及分岐座，胶压控制平稳方便；
• 高温和低温报警功能 ，安全且保护系统；
• 温度就绪，泵延时启动。保温功能；
• 可配不同规格的齿轮泵。

热熔胶喷枪
• 精密独特弧形刮嘴的设计，大大提高刮枪
的工作角度；

• 刮嘴采用高耐磨材料，热处理，精密加工
而成，不生锈，经久耐磨；

• 可依客户要求，调整不同的喷胶宽度和刮
胶用量；

• 采用气开气关模块结构和耐高温进口 MAC
电磁阀；

• 运行频率可达 2000次 /分钟，提供更精确
的关断效果；

• 独特的过滤网
• 设计，过滤效果好，更易清洗与更换。刮
嘴不易堵塞；

• 胶枪内部胶压平衡设计。
热熔胶管
• 内层是加厚铁氟龙管芯；
• 多层保温设计；
• 进口 PT100传感器；
• 配合多种弯头曲接器。

珠海明昌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雅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高速喷胶（YC-8308P）
本品以 VAE乳液和丙烯酸酯类共聚物添加特
殊助剂配制而成。具有初粘力强、起初粘力
快、开放时间长、易清洁、耐候性好等性能。
本品为纯水性产品，不添加任何溶剂，安全
环保，对人体、环境无害；明火不燃，无安
全隐患，能满足 ROHS、REACH、等欧美法令、
法规及行业标准对有关限用物质的要求。
适用范围广：
• 适合各种品牌机型
• 特别适合高、中、低压喷涂，同样适合辊
涂等多种上胶方式

• 适合多种类型产品（包括：直线盒，异型盒，
勾底盒）

• 适合多种表面处理（包括：UV，光油，PP膜，
金银咭纸）

产品对象：
所有以纸为基材的卡盒，瓦楞彩盒（如药品、
牙膏、高端电子产品、高档化妆品、高档首
饰、品牌玩具以及朱古力、汉堡包类非直接
性接触食品等产品的各种直线或者异形盒的
包装）。

纯水性手工糊盒胶（YC-8308）
本品以 VAE乳液和丙烯酸酯类共聚物添加特
殊助剂配制而成。具有初粘力强、起初粘力
快、开放时间长、易清洁、耐候性好等性能。
本品为纯水性产品，不添加任何溶剂，安全
环保，对人体、环境无害；明火不燃，无安
全隐患，能满足 ROHS、REACH、等欧美法令、
法规及行业标准对有关限用物质的要求。

全自动天地盖礼盒胶（YC-869）
本品以 VAE乳液和丙烯酸酯类共聚物添加特
殊助剂配制而成。具有初粘快，产品在定位
时不走位，曝放时间长，能够适应不同大小
的盒型以及不同机速生产，最快可达每分钟
20个以上，低粘度和优良的流平，上胶均匀
且薄，可避免黏口溢胶，节约胶水；易清洁、
耐候性好等性能。安全环保，对人体、环境

无害；明火不燃，无安全隐患，能满足
ROHS、REACH、等欧美法令、法规及行业标准
对有关限用物质的要求。

南通三信塑胶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科技研发的 RTO设备已在山东亚新等单
位成功投入使用，并在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
工业协会“绿色印刷及 VOCs治理工作委员会”
的指导支持下，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公司 360
小时连续在线监测结果表明，废气中 VOCs去
除率达到 99.3%以上，非甲烷总烃排放值小
于 30mg/m3，完全达到国家及地方政府最严格
环保标准的要求。
目前三信科技研发的 RTO设备有三种结构型
式：三床水平布置式、分体水平布置式、塔
形垂直布置式，客户可根据生产线废气排放
量及安装场地等因素灵活选用。

永元电机（苏州）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永元马达 --同步、步伺服电机
• 振动小、噪音温升低；
• 定位准确，转速平稳，电机加减速的动态
时间短，过载能力强；

• 超高效率 IE4，具广域高效率使用范围，减
少设备用电，节能减碳；

• 防护等级 IP54。

联发减速机 -- 四大系列硬齿面减速机 
--LGR、LGF、LGK、LGS

• 结构紧凑、硬齿面传递扭矩大、齿轮精度
高，工作平稳、噪音低、寿命长；

• 安装方式：底座安装、法兰安装、扭力臂
安装等多种安装方式选择；

• 输出方式：空心轴输出或实心轴输出（LGR
实心轴输出）功率、速比、扭矩范围参考
我司祥细资料

深圳市新源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PVC压痕线
以 PVC材质作为基材，配合印后模切使用，
用来将纸盒折合成型。生产模切过程中使用
寿命在 3万 -5万次，能满足客户中小单模切
使用需求。

纤维底压痕线
以纤维材质作为基材，配合印后模切使用，
用来将纸盒折合成型，生产模切过程中使用
寿命在 10万次以上，能满足客户长单模切使
用需求。

天津市进取鑫商贸有限公司

高档柔印水墨
食品级，环保，印刷清晰鲜艳，长时间印刷
不糊版！

水性上光油 

适用于胶印联机或脱机上光（单机上
光），哑度 10度左右，耐磨 2公斤砝码
测试 800次不掉色。

铝箔专用水墨

福建省精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6M热熔胶机
• 主要适用于化妆品包材多种产品喷胶，产
品广泛应用于快递袋、汽泡袋、信封袋、
文件袋、运动器材包装、冰箱密封与填缝、
家电外箱包装、空气过滤器、粘鼠贴、苍
蝇纸、无纺布复合等等包装行业；

• 高强度一体成型熔胶槽，叶片状加热歧片
增加受热面积，提高熔胶速率，熔胶槽喷
铁氟龙防粘层，内壁光滑无菱角结构，有
效防止积胶碳化，确保胶质良好状态，精
密过滤装置去除杂质，防止喷头堵塞；

• 温控模式有仪表式、显示屏式、PLC面板；
• 内置式双重温度控制，防止超温，安全性高；
• 齿轮泵加工精度 (采用进口技术 )、特殊设
计的胶量回流胶压稳定装置有效保证出胶
量稳定性。有效保证了胶液的平稳输出。

2505PUR压盘式 PUR热熔胶机
应用于包装行业、木材加工、汽车、纺织、
机电、航空航天等国民经济领域。
• 具备温度上下限报警、胶位检测报警及变
频器异常报警功能；

• 渐进式加热熔化：加热盘位于胶质上方，
当加盘加热时仅有上面一层胶与加热盘接
触熔化，胶桶下部分此时不加热，避免胶
水长时间加热而老化变质；

• 加热盘外表面做防粘加工处理，且可胶防
止胶水碳化。确保胶质良好，防止输胶系
统堵塞；

• 加热盘与胶桶内壁之间有耐高温密封圈，
使得桶内熔化的胶水不会与空气接触，保
证了 PUR热熔胶的使用条件。

温州晨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电化铝（烫金纸）

东莞市一明纸绳带有限公司

针通纸绳

编织纸绳



28 29

印刷包装耗材专区 印刷包装耗材专区

单层纸扁带

双层纸扁带

东莞市斯拓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胶水输送泵（气动隔膜泵）
胶水输送泵，适用于瓦楞生产线胶水输送，
设备体积小，以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愿，投资
成本低，易维护，现已成功应用于国内纸板
生产企业。

油墨输送泵（气动隔膜泵）
油墨输送泵，适用于印刷包装生产线印刷设
备油墨输送，设备体积小，可以达到双进双
出效果，低压启动避免出现油墨飞溅，投资
成本低，已成功在印刷行业得到很好的应用。

天津滨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纯水性低达因值机用封口胶
纯水性低达因值机用封口胶 ---适用于 30达
因以上的 bopp亮膜，哑膜，水性上光，特种
纸等，初粘力强，滚涂上胶，出机器即可破纸，
所粘产品耐高温 70度，耐低温零下 25度！
适用于手工及全自动折盒机工艺。各种纸 -
纸、纸 -塑、上光等，如：酒盒、鞋盒、药品盒、
保健品盒、食品盒、手提袋等。

纯水性 UV胶
纯水性 UV胶不含苯、甲苯、二丁脂等有害物
质，安全环保。适用于纳米、满版、局部、
逆向、以及 UV印刷，还可以适用各种上光、
罩光、磨光、蜡纸、牛皮纸、特种纸等。初
粘力强出机即可破纸，耐高温 70度，耐低温
零下 25度！

耐低温贴窗胶
耐低温贴窗胶适用于手工涂胶和机用涂胶。
很短时间内起到粘合作用（季节不同时间不
同，加工界面的光洁度也会有影响）；粘接
效果很好是替代进口的优良产品。适用于
PVC.PET手工机用贴窗，达因值 32以上的 PET片
材即可贴住，便于清洗，所贴产品耐低温零
下 25度，耐高温 70度。

东莞市恒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通用烫金纸
• 塑类：烫印名类硬塑秆软塑，诸如 PP、 PE 

ABS、PS、PC、PVC等，广泛应用于化品管、眉笔、
文具制笔、瓶盖、汽车仪表以及其他各类塑
料容器等表的的装饰，拉丝箔主要用于各
类电面板，在彩电冰箱、汽车音响、笔记本
等产品面板上的装饰被广泛使用。

• 纸品类：烫印各类纸品，覆膜后的纸品，
如 PEI膜、PVC膜、OPP膜、光膜雾膜等，艺
术纸粗面纸等，应用于贺卡、证书、手提袋、
月饼盒、酒。

• 皮革类：烫印真皮、仿皮 PVC。 PU皮革等，
应用于各类皮制品，在制库球类等行业中
被广泛使用。

• 织物类：烫印各类布料，用于成衣、坯布
的烫印，颜色齐全，在 40度的水温中可机
洗 2小时不褪色，同时配套提供烫金浆、
植绒浆。

• 玻类：用于工艺玻璃，有烫印和双面贴金。
• 木器类：烫印各类表面上有漆类木袆品，
烫印中密度板，PV板材，用于家具门窗等
表面的装饰，其优点是环保，快捷。

冷烫烫金纸
纯主要特点：
全新的冷箔转印技术，打破传统烫金工艺先
烫后印的局限，可以对印刷品进行印后加工；
并且克服薄纸烫金的难题，可以处理范围广泛
的承印材料，使承印物具有闪亮的金属效果，
冷箔转印可以联线安装于胶印单元，因此得以
利用胶印的许多优势，使用冷箔转印具有高度
精确性，适用于文字、线条、平网及实地的处理，
一次走纸、绝对精确。附着力好，用 3M胶带剥
离检测不掉金不掉粉；耐刮擦检测；耐摩擦检
测；耐汗渍检测；耐油渍检测；耐氧化检测；耐
百格检测；低温烫印，易烫、好烫，烫印图案饱满、
线条，字迹清晰无漏烫，高亮度；耐无水乙醇
浸泡检测！可印刷后烫印、烫印后印刷；可反
复重烫。

环保烫金纸
• 颜色：金色，银色，红色，绿色，蓝色，黑色，
古铜色，咖啡色，哑金，哑银，珠光，镭射，
颜料箔

• 应用范围：适宜烫印各种礼品包装盒，食
品包装盒，烟酒包装盒，标签，利是封，
对联，春联，红包，节日贺卡，邀请卡，
喜庆用品，挂历，书面装订吊牌，商标，
化妆品盖子，化妆品软管，手提袋等纸盒
以及文具等。

• 烫印基材：各种纸张或纸板，覆膜纸张，
塑 料 类， 如 PC，PS，PP，PET，PVC，OPP，
ABS，仿皮革等。

• 产品特点：图案清晰、美观、色彩鲜艳、
光彩夺目、耐磨、耐候， 轮廓清晰，适合
精细图案，大中小面积烫印，平烫滚烫均
可，以及手动，半自动，全自动等多种烫
印机。

温州市康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磨砂预涂膜
磨砂膜，适用于各种纸张包装工艺，手提袋，
化妆品盒子，酒盒包装药盒包装覆膜。

触感预涂膜
表面有丝绒光滑、细腻的特殊触感，用于食
品，药酒日用消费品等包装纸盒覆膜。

PET镀铝 /金色及彩色预涂膜
本产品覆到纸张上能达到金银卡纸的效果，
用于食品，药酒日用消费品等包装纸盒覆膜。

BOPP激光激光透明预涂膜 BOPP激光热
熔薄膜
• 与铜板，白卡，白板纸复合印刷，铁皮复
合等，镭射效果好；

• 上百种图案供选择。也可定做专版！具有
一定的防伪特点；

• 适合于手掉袋，包装纸，礼品盒等贴合，
软性包装，可印刷；

• 适用于高档药盒，酒盒，礼品盒，书，杂志，
纸盒，等纸制品复膜；

• 适用于高档仿伪纸盒复膜。

深圳市劲华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硬质环氧水晶胶
水晶胶，滴胶是劲华公司的专利产品，产品
是常温和低温条件下固化的环氧树脂胶，流
平性好，自然消泡，耐黄变，高透明无波纹，
表面光亮，适于常温加温固化。

PU水晶滴胶
本款产品是属于聚氨酯水晶胶，也称 PU水晶
胶，由进口树脂，消泡剂，流平剂，稀释剂
以及助剂等精细加工制造而成。其特性是软
性水晶胶，固化后无波纹，无气泡，透明度好，
反复对折 800次不断裂，抗撕裂，抗紫外线
永久不黄，表面光泽优良。

广州市迅越软件有限公司

迅越印包 ERP

• <流程数据智能交互系统 >省下至少 1/50
个跟单员的工资，一年约省 40000*N元；

• <智能配比式计件方案管理〉省下至少
1/50个统计员的工资 ,一年约省 40000*N元；

• <动态仓库交互系统>释放 30%以上的库
存积压资金；

• <订单生产数据链接流程>让 ERP系统按
钮量缩减 50%，让全流程操作时间减少一半；

• <数据智能交互系统 >随时一秒钟掌控
企业各环节、各岗位动态，不用等开会，
等汇报，不用催，不用问，便能调控全局。

Xy Co-Edition 迅越合版 ERP

• 节省 90%的印前稿件处理人员；
• 大幅度提高印前稿件处理效率；
• 实现印前合版系统与印刷过程 ERP管控的
无缝链接；

• 智能下单、自动收件、自动文件处理（加
出血、补差位、出大版等）自动生成订单、
工单、自动排程、多种物流配送管理、多
种收款模式、计件工资等一条龙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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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开盟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开盟印刷 ERP管理系统
1、ERP软件系统涵盖印刷生产厂家全部业务
与生产形态、系统化、智能化的设计及数千
家企业实际使用经验可以很好的帮助企业提
高管理水平。

2、估价系统能够快速、精准、智能提
供报价方案，支持书刊、手挽袋、盒子、
箱子、单张、彩页、不干胶等印刷品报价。
并可衔接 ERP，自动生成订单和工单。

开盟印刷估价管理系统
开盟估价软件是一套集印刷界资深人士的经
验和电脑软件开发专家所得的精品，把繁重、
复杂的估价变得极其方便、简单、适用。本
系统利用计算机快速和准确的功能，一分钟
内便可以得出最优化的报价方案，并有效地
对有关报价资料进行管理和核对，大大地降
低了人工报价出错的可能性。本系统简单易
用，可使一个稍懂得印刷知识的新手迅速成
为估价专家，能独立胜任报价工作。
使用快捷，计算精确，把文字和图形结合在
一起，使用户一目了然。遵循的 Windows操作
标准，只需了解印刷知识，任何人都是估价
专家。着重解决“快捷”与“准确”两项基
本估价原则。

利用先进的自动排版技术，通过系统自动、
准确地帮助您选出更佳机器、纸度、排版，
开纸。
产品和材料大小，如何排版，如何开纸，浪
费多少材料都可以一目了然。
根据印刷种类的不同，进行分类报价，操作
及管理。

广东精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平板式纸样快速干燥器
平板式纸样快速干燥器是一款干燥均匀 ,表
面光滑使用寿命长 ,可长时间加热的干燥器 ,
主要用于纤维等薄片状样品的干燥。

东莞市润洋电子有限公司

工业加湿机
加湿、保鲜、消毒、降温、除尘、净化。

二流体加湿器
加湿、保鲜、消毒、降温、除尘、净化。

佛山市思耐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纸箱提手安装设备（平板箱机）

全自动纸箱提手安装设备（礼品箱机）

半自动纸箱提手安装设备（礼品箱平板箱可用）

东莞市恩缔司聚合物科技有限公司

PH-805/PH-605专用涂布机
• 高性能大功率伺服驱 .性能稳定精度高（分
切之产品无需修边可直接进入印刷）；

• 知名品牌人机交互介面操作 .简单直观
• 无轴油压纸架，装纸简单稳定；
• 所有参数均可在屏幕进行数字化操作及参
数设定（中英文可选）；

• 所有滚筒离合均采用气压操作且可独立调压；
• 独有故障显示及报警诊断功能；
• 采用三面电动齐纸功能，噪音低堆垛整齐
• 配备自动标识插入系统。

广州市番禺中南科达机械有限公司

橡胶同步带
• 玻璃纤维芯线强化令延伸减至最小
• 柔软度高
• 动态性能出色

输纸皮带
输纸皮带可以满足各类纸的输送需求。
优点：
• 优秀的抗磨、印刷油墨、油和化学物质；
• 输送纸张不留痕迹；
• 高灵活性和尺寸稳定性；
• 确保输送精度；
• 最优传递适用任何类型的纸；
• 减少能源消耗；
• 使用寿命长。

池畠商事（上海）有限公司

塚谷直纹模切刀系列
广泛用于各类模切加工中。低锋模切刀，适用
一般卡纸及不干胶纸适用，锐利的 42°刀锋对
模切时纸粉的产生有抑制作用。30°刀锋适合
模切刀高精度的电子产品和 pet等塑料膜。单
面高锋刀，对切割面有垂直要求的产品加工时
使用，如密封件、儿童拼图等。两段刃的刀锋
形态，专为加工 pet等塑料片材设计。

中山镜面刀
采用耐久性、弯曲加工稳定性优良的钢材，加
上中山株式会社独特的刀锋镜面研磨工艺，使
刀锋更锐利，切面更光滑，使用寿命更长久。

深圳市润美化学制品有限公司

胶印免酒精润版液

成都泓杰伟业制版有限公司

Cyrel® Digital Imager

Spark 5080赛丽数码成像设备
CDI（Cyrel Digital Imager）可达到媲美胶印或凹版印
刷的极佳印刷效果。CDI能够满足各种需求：从
窄幅标签印刷到软性包装盒宽幅瓦楞纸箱印
刷；从单色印刷的瓦楞纸箱到高度复杂的多色
包装盒防伪印刷。
柔版印刷几乎可用于任何类型的基板，包括塑
料、金属薄膜、玻璃纸和纸，通过激光在聚合
物印版 (如感光树脂印版 )上蚀刻图像，CDI与
高清柔印结合使用可打造高质量的柔性印版。
印版 )上蚀刻图像，CDI与高清柔印有助于缩短
印刷机的准备时间以及提高印版的耐印力。通
过减少洗版次数，实现印刷机的最优使用效果。

柔性版粘版双面胶带
柔性版粘版双面胶带由无数个均匀开孔的微
孔结构聚氨酯材料经特有配方制成，具有优
良的可压缩性。
背曝光与主曝光同时完成，提升效率，减少因
搬运对印版造成损伤，配合数码平顶网点直
接集成到版材上的技术，简化了印前工艺，提
高印版耐用性，提高生产效率和印刷一致性。

江西康琪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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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耀佳机械有限公司

四六角系列糊盒机
四六角系列糊盒机，采用 PLC控制系统，进
口电器；机器送纸部分采用自动连续给纸装
置，操作简单，易于控制。机器专业生产
四六角盒，蛋糕盒，四方盒，餐盒等食品包
装类盒子。

浙江新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ZSJ-III全自动中速纸杯机
ZSJ-III型纸杯机用于生产单面和双面 PE涂层的
纸杯，能够制造冷饮纸杯、热饮纸杯以及其
他食品纸容器。

WBJ-III全自动中速外包机
WBJ-III型外包机用于纸杯的后续加工，将另一
张已印刷的纸片与纸杯完美结合，起到隔热，
增强纸杯强度和美观等作用。

PJJ-III 纸容器品检机
纸容器生产流水线的配套设备，自动完成对
纸杯内外污点、暴口等缺陷的检测判断。

瑞安市大桥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HBJ-D2000全自动高速立体纸盒成型机
HBJ-D2000是我公司采用借鉴进口设备品质，
自主创新的一款生产汉堡盒、打包盒、蛋糕
盒、五金盒等立体纸盒糊盒机。本机采用微
电脑控制、PLC、交流变频、真空吸纸、自动
上胶，实现了送纸顺畅、定位准确、收料整
齐。设备所有关键部位及控制系统采用进口
产品，保证了设备运行时定位准确、运行平
稳、安全可靠。

PY全清废卷筒平压平模切机
可全自动一次完成卷筒材料从模切（压痕）、
断张、清废、到成品收集的全过程；操作安
全简便，低碳节能高产，生产速度达到 7200
张 /小时。

是纸杯、卡片、盒类产品印后加工的理想设
备。本机采用微电脑控制、伺服驱动定位、
光电纠偏、稀油集中润滑、过载保护及独特
的蜗轮蜗杆传动结构，实现了退纸、送纸顺
畅、定位准确、收料整齐。

浙江飞达机械有限公司

FD全自动卷筒纸模切机
操作方便，产能高，使用面积广，是纸制品
容器，纸制品包装最好的选择！

唐山盛丰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高速卷筒纸平压平模切机
ZSJ-III型纸杯机用于生产单面和双面 PE涂层
SF-J系列全自动卷筒纸模切机以坚实的技术
为基础，采用国际先进技术，拥有较高的稳
定性，安全性能高，成品精度高，模切速度
均在行业里名列前茅。整机主要电气、零部
件、标准件均来自国内外知名品牌，其中机
芯结构更是紧随德国博斯特的脚步，采用蜗
轮蜗杆结构，具备深压纹能力。伺服电机自
动控制送料，色标检测跟踪，实现压痕、模切、
纸张收集一步到位。该机器适合与卷筒纸印
刷设备配套，能加工各种纸盒包装，是以卷
筒纸为原材料的包装加工关键设备。

瑞安市天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全自动折叠纸盒成型机
西点折叠纸盒成型设备

FBJ-B全自动智能中速方杯（打包盒）机
• 属全自动纸质品成型设备，具有速度快、
操作简单、节能环保等优点。本机型采用
自带热空气发生装置，适用于单 PE淋膜纸、
牛皮纸等。 

• 通过自动送纸、加热（自带热空气发生装
置）、热压成型（粘合餐盒的四角）、自
动点数收集、微电脑控制等连续工序，用
于生产单格的一次性纸质餐盒、纸质饭盒、
蛋糕纸杯、纸质打包盒、食品包装盒等。

CHJ-A全自动双工位餐盒成型机
• 全面引进国外的新技术，根据自我创新和
改进。形成具有速度快、操作方便等优点。
本机型采用全智能电脑控制加热装置，适
用于单 PE淋膜纸张和双 PE淋膜纸张。

• 通过自动送纸、加热、热压成型（粘合餐
盒的上盖半圆角、四直角、四圆角）、自
动收集等连续工序，用于生产单格的一次
性纸质餐盒、纸质饭盒。

东莞市环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贴标机
是将成卷的不干胶纸标签（纸质或金属箔）
粘贴在产品或规定包装上的设备。

双面胶贴标机
是将成卷的双面胶粘贴在产品或规定包装上
的设备，可实现自动切断、自动排出废料的
功能。

广州卓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卓绝 P1智能印刷平台
个性化包装印刷的正确打开方式
卓绝 P1的灵活定位系统设计使得印刷模组可
以让机箱由内向外伸展出 400mm，以应对各
种宽幅、位置及尺寸的印刷要求。
印刷模组与承印物表面的距离也能够在人机
互动的“卓绝智控”人机交互界面中自由调
节（3毫米），从而支持各种形状、不同厚度、
丰富多样的承印物。

浙江金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纸管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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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华工环源绿色包装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纸浆模塑餐具生产线
用于生产餐具类，包括纸浆餐盘，碗，勺子等。

纸浆模塑精品纸托生产线
用于生产各种精品产品，如手机盒，精品蛋
盒，等等。

惠州绿成长兴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LC-2688面油 UV逆向面油
可以烫金，附着力好，稍有气味。

瑞安市立林机械有限公司

LMD-400全自动高速纸袋机
具备色标自动对位功能。

LMD-600全自动高速纸袋机
具备色标自动对位功能。

温州锐志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RZJD-G350J全自动高速尖底纸袋机
本机用于卷筒原色纸或印刷卷筒纸如牛皮
纸、油光纸、医用纸等纸卷由纸袋工艺由刺
孔、中锋上胶、色标定长、原料成筒、定长
撤断、底部折底、底部上胶。袋底成形，成
品袋整理一次完成。本机操作更方便，更高
效，更稳定，是生产各种不同纸质袋、开窗
面包袋、休闲食品袋、面包袋、干果袋等等
环保纸袋纸袋机设备。

RZFD-330卷筒方底纸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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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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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悦声纸业有限公司

棉纸
意象棉纸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张自主研发生
产的 100%全棉纸张，它代表公司和行业艺术
纸的高水准，是高端、奢华的印刷、包装、
文化用纸，具有绝佳的性能。纸张无木素成
分，耐久，百年不褪色，松厚度 1.7，激凸与
烫印效果好，手感与视觉感优。

唯美风尚
采用独特工艺抄造，纸张轻盈、柔韧、挺括
而蓬松。纸质均匀，纸面纹理自然细腻，质
感古朴而高雅。

琅彩
当金属的沉稳大气邂逅环保 PU低调奢华，会
产生什么样的物理反应？“它”的美，“它”
的好，需要设计使用者用心去感受 ........

良好的加工适用性是“它”的特点，满足用
户要求是“它”的基本，适用于珠宝首饰、
品牌服装吊牌、贺卡、酒盒等。

SHREE GOPINATH PAPER  
MILLS PVT.LTD

可回收牛皮纸 100-180克 /平方米

纸板 200-400克 /平方米

芯管（高抗压强度）

Meisam Kaghaz Co.

Meisam Paper Co.是伊朗瓦楞芯纸，强韧箱纸板和
牛皮纸衬纸的领先制造商。我们的瓦楞芯纸
具有可靠的强度和可运行性，并且，我们的强
韧箱纸板和牛皮纸衬里表面光滑，呈色极佳。
Meisam Paper Co.致力于服务海内外的客户，并希
望进一步拓展新市场。

浙江一树纸业有限公司

珠光纸

全木浆色卡 /压纹纸

原浆色卡 /压纹纸

黑卡

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

珠光纸
珠光纸表面十分光滑，厚度较厚，它的构成和
普通白板纸相同，即由底层纤维、填料和表面
涂层三部分组成。与普通白板纸不同的是其
表面涂层中有形成珠光效果的颗粒。该颗粒
由二氧化钛（或是其它金属氧化物）和云母颗
粒组成，云母颗粒被二氧化钛（或其它金属氧
化物）包裹而形成，此结构呈薄片状。
适用范围：高档画册、书刊、精美包装、包
装盒、贺卡、吊牌等广泛用途。

花纹纸
花纹纸的纸品手感柔软，外观华美，成品更
具高贵气质，令人赏心悦目，此品种较多，
各具特色，较普通纸档次高。此外，花纹纸
的纸浆质量比一般纸浆好，有的甚至含有棉
的成份，它独特纹理、丰富色彩，在一定程
度上简化印刷工艺，即一些简单的印刷工艺，
如单色印刷或凹凸压印即可达到很好的效
果，降低了印刷加工费用。

北京市森罗万象纸品有限公司

樱雪
特种纤维精制而成，纸张肌理粗犷，极具手
感。纸张表面经过高温高压后呈现出透明或
不透明的色彩。与印刷、模切、烫印等工艺
配合使用可呈现出细腻完美的独特效果。

杰尼雅
源自欧洲的高档艺术纸，纸色浑厚凝重，质
感细腻，纸张挺阔柔软，适合各类复杂精致
的后期工艺。独特的配色质感让纸张具有神
秘的高贵气质，特别适合各类高档艺术画册，
精装书籍，礼品包装等。

东莞市祥顺纸业有限公司

充皮纸和触感纸系列
祥顺纸业的产品加工程序为无氯漂染、可循
环再染，且可提供上千种不同克数、颜色及
不同纹路的纸张，适用于各种高档包装盒、
礼品盒、首饰盒、笔记本封面、大型画册、
吊牌、请柬、日历、贺卡、信封等包装加工，
能够满足客户各种需求。除此之外，祥顺纸
业还向客户提供加工压纹、染色、分切等业
务，可以按照客户需要分切成特殊规格。

东莞市宏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装帧布
• 用途：广泛用于各类工具书，笔记本，精
美画册，企业年鉴等高档书籍的装帧，以
及高档礼盒 (酒盒，珠宝盒，首饰盒，钟
表盒，礼品盒，月饼盒等 )的包装；

• 性质：具有良好的印刷适应性 ,时尚的颜
色组合，靓丽的泽和丝绸柔顺的手感；

• 工艺：适用于烫印，起凸等工艺，部分品
种可用于四色印刷，UV，丝印等。

杭州简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天然编织壁布
目前，简庐已经成长为是国内较为专业的天
然编织壁布供应商，主要生产天然植物编织
类壁纸和特殊材质壁纸，草编壁纸，藤编壁
纸，纱线壁纸，PP/PE 编织壁纸，真丝壁纸，
亚麻壁纸，中高档毛绒壁纸进口特殊材料壁
纸等。

公司销售范围主要集中在国内的上海，广东，
福建等地区。在海外销售一般通过宁波外贸
方式进行，只占公司业务的一小部分。
简庐公司在生产上一直秉着天然自然的理
念，从源头上与采摘供应商合作，获得原材
料之后公司引用织布机器进行加工，编织出
天然壁布。简庐不仅在材质上注重天然，而
且专注于工艺与艺术的结合，设计出的与中
华人文相结合的产品。
简庐始终致力于用简单原始的材料生产出简
约雅致的产品，在传播中华人文的同时，为
消费者奉献出兼具工艺与艺术价值的产品，
为世界献出精美的工艺产品。

东莞市金雅达特种纸有限公司

天鹅绒（触感纸）
用于包装、印刷、烫金等。

意大利重金属环保纸
用于包装、印刷、烫金等。

染色压纹封面包装印刷纸
用于包装、印刷、烫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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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泓瑞纸业有限公司

雪山白柳叶金
金色的高贵、白色的纯洁，完美的融为了一
体，将高雅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雪山白柳叶银
与金色的张扬不同，银色是低调的。当银色
碰撞上神圣的白，展现了低调的奢华、内敛
的深度。
就像君子，温润如玉，这是一种奢华的内敛，
却有着不能让人忽视的力量。

深圳平日联合纸业有限公司

拉菲 VT1.25

是韩国茂林制纸最新推出的顶级产品。适用
于宣传画册，图书，目录册，日历，贺卡，
名片，特别推荐用于楼书、服装、珠宝等高
档品牌宣传画册。
木浆来源于北欧，通过了 FSC森林管理委员
认证。全新的涂布技术成就了纸张的平整，
挺括。纸质细腻自然，视觉柔和，具备出色
的印刷适应性，不易透印，干燥时间快。兼
顾了优异的色彩还原性与独特的表现力，让
作品得到完美展示。

本草纤维
三款非主流植物的颜色让我们耳目一新，质
朴而低调，未经过压光的纸张表面粗犷而真
实，而最重要是显现在纸张中的纤维是各种
天然植物纤维，相比其他含人造纤维的纸，
更利于油墨吸收和回收降解。堪称环保纸张
的典范。
• “本草纤维”系列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大自然。
• 128g适合环衬、扉页、内页、装裱；
• 176g适合出版书籍的封面、折页、环衬；
• 270g非常适合吊牌（棉、麻等天然织物）、
画册封面。

东莞市瀚东特种纸有限公司

立体手感木纹纸
强烈的立体纹理，可以媲美传统的木盒生产
所用用之木皮。
120g的进口长纤维纯木浆纸基，让纸张拥有
更完美的挺度，更加适合贴合与成型。
此款产品适合于酒盒中、笔盒、表盒等高档
用品之包装装潢。

清新彩烙纸
清新彩烙纸是一款特殊的艺术纸，色彩丰富
高雅，纸面平滑；只经过热烙，温度达到摄
氏一定温度时，被热烙的纸面颜色变深，显
现出凹凸的深色图案和文字，产生一种印刷
不能替代的效果给人以返朴归真的感觉。

彩幻布
采用最新款荧光丝，经设计师巧妙的织法设计，
再加上特殊的工艺制造，让其拥有多角位的色
彩。不同的角度，呈现不一样的风彩。特别处
理的细雅皱纹，是岁月流淌过后，馈赠给我们
人生旅途上，美好又特别的纪念与回忆。

纸典纸业（香港）有限公司

触感纸 

特点：手感平滑、不变色、不发霉、烫金无
氧化、新一代触感、高性价比、朴实无华。
适用范围：文具、珠宝盒、酒盒、化妆品盒、
礼品盒及其他高端包装。
尺寸：787m*200m/r

纳柏纹充皮纸
特点：纹路经典、独特，底纸柔软，手感平滑，
花纹自然，不变色，不发霉，烫金无氧化，
新一代触感，高性价比，朴实无华。
产品使用：相册、笔记本、珠宝盒、酒盒、
手表盒、化妆品盒、首饰盒、礼品盒高档包装。
规格：787m*200m/r

东莞市文隆纸业有限公司

灰板纸、双灰板纸、全灰板纸、灰板纸卷筒、
单灰板纸、滑面灰板纸、一次成型灰板纸、
复合灰板纸、啤合双灰纸、黑卡纸等品种。
裱合类产品包括灰板纸裱白板纸、单面白、
灰板纸裱黑卡纸、单面黑、单面牛。灰板纸
裱特种纸、灰板纸裱海绵、灰板纸裱滑面纸、
单面滑、双面滑灰板纸等。r

一鸿纸业有限公司

单双面黑卡

白牛皮

宁波市三鹰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海辉纸业有限公司

触感系列
适用于各类精品包装，如珠宝盒，香水盒，
化妆品盒。公司宣传册封面，年历等。以及
高档纸购物袋和纸制品加工。

喷砂系列
适用于各类精品包装，如珠宝盒，香水盒，
化妆品盒。公司宣传册封面，年历等。以及
高档纸购物袋和纸制品加工。

高亮充皮系列
适用于各类精品包装，如珠宝盒，香水盒，
化妆品盒。公司宣传册封面，年历等。以及
高档纸购物袋和纸制品加工。

皇家金属系列
适用于各类精品包装，如珠宝盒，香水盒，
化妆品盒。公司宣传册封面，年历等。以及
高档纸购物袋和纸制品加工。

上海万戈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各类复合牛卡
• 功能：防水、防潮、高耐破
• 用途：重型包装、烟包、卷包及其他特殊
包装

• 优点：生产、运输便捷，可按客户要求印刷、
美观，可回收

保温纸箱
• 功能：防水、防潮、保温
• 用途：食品、海鲜冷链箱，取代传统的泡
沫箱

• 优点：生产、运输便捷，可按客户要求印刷、
美观，可回收

深圳市青松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伽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单面牛卡
表面细腻，颜色靓丽，拉力好，耐破度高。

新西兰牛卡
表面细腻 颜色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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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石头牛卡
挺度高，防潮性能强，耐折度高，上色均匀，
印刷效果好。

瑞典涂布
适防潮效果佳，韧性好，撕裂度高，颜色稳定。

美国GP牛卡
表面细腻，颜色靓丽，拉力好，耐破度高。。

广州其嘉纸业有限公司

TEST LINER

• 由未漂白牛皮纸纸浆和回收纸浆制成；
• 高平滑度；
• 高层间结合力；
• 高耐破 &环压；
• 由于（用于）所有类型的纸板纸箱；
• 成卷和成片（卷装 /板装），长度（外径）
在 120cm-130cm,内径：3英寸。

MEDIUM

• 高环压。
• 具有防水性能。
• 通常用于纸板起坑部分，或者纸板的中隔，
或者蜂窝纸品

COATED DUPLEX BOARD

• 挺度高；
• 白度好；
• 表面平滑；
• 广泛应用在食品包装，药品包装，化妆品
包装，高端的礼品包装。

深圳市灏颖纸业有限公司

白牛皮纸
• 产品克重：150g-450g

• 产品规格：卷筒 787/889/1092/1194mm

• 平张：正度 /大度，可特规分切
• 产品特点：纸质干净细腻，颜色美观大方，
印刷效果优秀，性价比高，环保型产品

• 主要用途：酒盒，茶礼包装，汽车周边产
品包装盒

单面 /双面浅牛
• 产品克重：150g-450g

• 产品规格：卷筒 787/889/1092/1194mm

• 平张：正度 /大度，可特规分切
• 产品特点：纸质干净细腻，颜色美观大方，
印刷效果优秀，性价比高，环保型产品

• 主要用途：酒盒，茶礼包装，汽车周边产
品包装盒

精牛系列
• 产品克重：80g-300g

• 产品规格：卷筒 787/889/1092/1194mm

• 平张：正度 /大度，可特规分切
• 产品特点：挺度好，色泽亮丽，不打皱，
不掉粉印刷效果好

• 主要用途：电子产品包装，手机周边产品
包装，农产品包装

东莞市福森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森纸业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各种为国
产进口牛卡、精牛、高强瓦楞纸、普通瓦楞
纸、包装纸、挂面白牛卡、普白、无涂布白
板纸等包装印刷用纸，原纸仓存超 6000吨，
可提供配送、加工、仓储、代理出口等业务，
并提供收购和置换积压原纸业务。

东莞尚博瑞装帧材料有限公司

P2平纹变色革
热压变色革

Y126压纹变色革
热压变色革

Y123压纹变色
热压变色革

上海沛帛纸业有限公司

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 ® ATLANTIS亚特兰蒂斯 ®：是纸，
也是布。由纸浆及布纤维加上特殊材料造就
了独特的综合性能。
• 提供了纸张的印刷性能以及表现力；
• 展现了布的松软质感及手感；
• 具备了特有的耐折，柔韧性，防潮性能。

东莞市三采纸业有限公司

触感纸
触感纸是一种具有皮革触感的纸张，品质出
众、印刷性能极佳。适合制作：高档商品包
装盒及服装吊牌、高档手袋等。

东莞市宏佳纸业有限公司

环保 PU触感纸
耐折、耐撕、抗刮、防水、防白电油、不掉色、
富有弹性、纹理细腻、真皮质感、表面成膜
厚度可调整。

普通触感纸
手感超强，纸质柔软，防手指印，不发白，
防酒精，触感持续时间长。

亮面金属充皮纸
进口原材料生产，底纸柔软，耐折、耐撕，
表面采用全新科技涂布处理，有金属效果，
仿真皮手感。

广东华盛元素皮革有限公司

压变 PU皮料革
变色皮、变色革、装帧革、封面材料、变色 PU

电子产品革，0.7厚度。
适用工艺：热压变色（160度 ---180度）、烫金、
压凹凸、UV印刷、丝网印刷和四色印刷等。
供应全球知名变色 PU品牌，通过顶级环保认
证，丰富的色彩、多变的纹理，表面具有优
异的热压变色效果，同时适用于烫金、丝网
工艺，更可为客户提供独家订制服务。适用
于精装书籍、圣经、笔记本、电子产品封套、
高端文具、酒店桌面用品等领域。
• 厚度：0.70±0.05mm

• 宽幅：1400±30mm

• 克重：20Kg

• 卷装长度：50码

封面材料变色
装帧材料最广泛的应用是用来制作书籍的封
面，所以也称为封面材料。用 PU、装帧布、
植绒纸等等高端封面材料做封面的书籍统称
为精装书。同时这些材料也被广泛用于笔记
本、楼书、相册、钱币册等各类高端本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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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压变色 PU包装革
本厂常年生产各种 PU皮革，以及皮革底布，
防滑皮革，PU止滑皮革，各种人造革及新产
品 PU皮革研发设计，运动手套皮革，全 PU革，
干法革 PU，湿法革 PU，皮革正面有着多种五
彩斑斓花纹：编织纹，柳树纹，篮球纹，荔
枝纹，蜥蜴大纹路，蜥蜴小纹路，猪皮纹，
牛皮纹，鳄鱼纹，山羊皮纹路等等。

产品具有丰满柔软的超仿真皮触感，达到新
欧标环保测试，透气性极好，能在不同恶劣
环境下耐磨，耐酸，耐腐蚀，耐碱，耐寒，
防水性好且不退色。
产品广泛适用于：各种服饰，手套（运动手套，
骑行车手套，滑雪手套，劳保手套，高尔夫
手套，工业手套）手袋，各种箱包，时尚名
牌包包，高档沙发，家具用品，乐器，汽车
方向盘内装饰等领域。

深圳市伟明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珠光纸
珠光纸广泛用于高档礼品包装盒、烟、酒、茶
叶盒等。

黑卡
变适合于相册、相框、背板、礼品盒、首饰盒、
手机盒、鞋盒、文具、服装吊牌、笔记本、台
历、手挽袋及喇叭音箱电子垫片以及各工艺品
包装等。

环保充皮纸
广泛用于各种高档礼品盒、首饰盒、化妆品盒、
茶叶盒、鞋盒、笔盒、表盒、吊牌、贺卡、信
封、相册、书籍、酒盒、光盘盒、画册、月饼
盒、手提袋、粽子盒、礼品盒、条形盒、药盒、
台历、书盒电影立牌、年糕盒、电子软件盒、
集邮卡、书、钱币册、笔记本、克牌等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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