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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家半年多，是否分外想念
许久不见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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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您共同见证行业重启！
2020中国国际彩盒展、2020华南国际瓦楞展等系列展是2020年全国唯一一场

覆盖包装行业全产业链的专业展会，是华南地区唯一一场印刷包装类展会。中国
国际彩盒展的召开，是行业重启的标志，为行业重塑信心，是包装市场的复苏的
一剂强心剂，是业内人士不容错过的一场盛会。

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智能物流仓储及智能化工厂解决方案，助力企业自动化、智
能化生产，实现减员增效，获得更高利润。

2020中国国际彩盒展为全国“包装人”提供线下面对面交流平台，政府政策制定

部门、行业专家、设备供应商、彩盒厂、终端用户七月齐聚东莞，共话行业发展，共
议行业未来。

展会同期将举办“后疫情时代中国宏观经济形式研讨会”、
“5G时代包装产业创

新论坛”、
“励展彩盒行业培训周”等行业顶级盛会，行业专家、企业领袖、协会领
导将汇集于此，解读最新市场政策、分析行业发展，聚焦热点，引领趋势。

2020中国国际彩盒展，同期将举办2020华南国际瓦楞展、2020华南国际软包

展、2020华南国际纸展，2020华南内部物流及过程管理展览会、2020中国包装

容器展，是覆盖包装全产业链，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包装、到内部物流相关的供
应链解决方案的专业展会。

同期举办的2020中国包装容器展还将举办终端配对会，实现与终端用户直接
对话，促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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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
2020 华南内部物流及过程管理展览会
2020 华南国际纸展
包装黑科技发布会

“金桥梁”采配对接馆
展商题词
协会题词
展品信息

组团形式

组团目标

组团福利

区域大厂俱乐部

各区域大厂组织厂内领导、先进员工到场参观学习

A. 组团的区域大厂可以免费参与Packcon的终端
配对会（价值2万元）
B. 广东地区团员超20人，主办方将安排大巴接送
C. 根据集团厂采购需求，定制专属参观路线，并
安排专员进行讲解
D. 拥有优先预约所有论坛会议的权利
E. 主办方为全团准备观展大礼包（内含胸卡、会
刊、午餐券、纪念品等）

王耿 先生

组团形式

集团组织全国各地厂内领导、先进员工等组团参观

组团福利

A. 组团的集团厂可以免费参与Packcon的终端配
对会（价值2万元）
B. 广东地区团员超20人，主办方将安排大巴接送
C. 根据集团厂采购需求，定制专属参观路线，并
安排专员进行讲解
D. 拥有优先预约所有论坛会议的权利；
E. 主办方为全团准备观展大礼包（内含胸卡、会
刊、午餐券、纪念品等）

组团目标

30家区域大厂

详情请咨询

集团厂俱乐部

Tel：021 2231 7154
Mobile：15618949859
E-mail：josh.wang@reedexpo.com.cn

10家集团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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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未来，
“盒”你创造

展会地点

参观方式？

若您已收到参观胸卡，请扫描胸卡
背面激活码，填写真实身份信息，
凭身份证原件及已激活胸卡方可入场。

2020中国国际彩盒展

2020中国国际彩盒展如期举办！

展馆地址：东莞•厚街镇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真实身份信息，
即可完成预登记。
完成预登记后，请携身份证原件到场
兑换胸卡。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家具大道1号

展会观展时间

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9：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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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展商

余种耗材

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9：30-17：00

4008196551

*参观人士登记柜台于展览会关闭前半小时停止服务

余家行业协会
媒体支持

全球瞩目的 2020 中国国际彩盒展将于 7 月 22-24 日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东莞市厚街镇）

观展热线

2020年7月24日（星期五）9：30-15：00

预登记观众礼遇

组团观众礼遇

隆重召开！展会携手近 800 家展商，集中展示千余台高性价设备，引领疫情之后彩盒包装行业重启。

1、观展胸卡邮寄到家，告别现场排队；

1、观展胸卡邮寄到家，告别现场排队；

全球彩盒行业知名品牌和创新产品，打造覆盖全产业链的一站式彩盒包装技术交流平台，为设备、

3、免费下载展会会刊；

3、免费下载展会会刊；

2020 中国国际彩盒展深耕行业 14 年，集中展现尖端彩盒印后设备、耗材、技术与服务，汇聚

耗材供应商、代理商以及彩盒生产企业疫情后开启首场年度盛事。
。

2020 中国国际彩盒展与 2020 华南国际瓦楞展、2020 中国包装容器展、2020 华南国际软包展、

2020 华南国际纸展、2020 华南内部物流及过程管理展览会同期同地举办，贯穿包装全产业链，更

2、
《展前参观指南》邮寄到家，一手展会信息随时掌握；

2、
《展前参观指南》
邮寄到家，一手展会信息随时掌握；

4、免费获得观展期间午餐供应；

4、TAP贸易配对服务精准匹配对口展商；

5、免费参与展会期间30余场会议、论坛活动；

5、免费参与展会期间30余场会议、论坛活动；

6、15人以上团队可获得观展期间免费班车接送；

6、精美小礼品。

7、免费获得1年《纸箱世界》杂志订阅。

系统、直观地展现行业全貌，极大丰富买家观展之旅，全面拓展商机。

莞太路
组团观众
巴士集合点

地铁2号线（展览中心站）

VIP停车场

登记大厅

安检
安检

地铁2号线（展览中心站）

登记大厅

安检

3 号馆
3 号馆
3 号馆

二楼
会议室

3 号馆
1，3 号馆

穿梭
巴士站

停车场

1 号馆

如何到达

HOW TO
ARRIVE

广州白云机场 → GDE

线路一：白云机场南（地铁 3 号线）→ 嘉禾望岗站（换乘 2 号线）→ 广州南站（转乘往虎门方向高铁）→ 虎门高铁
站（R2 线虎门火车站站点）

线路二：白云机场南（地铁 3 号线）→ 嘉禾望岗站（换乘 2 号线）→ 广州火车站（转乘往东莞站方向的城际列车）
→ 东莞站（R2 线东莞火车站站点）
线路三：白云机场南（地铁 3 号线）→ 广州东站（转乘往东莞站的城际列车）→ 东莞站（R2 线东莞火车站站点）
深圳宝安机场 → GDE

线路一：宝安机场公交站（乘坐 330C 线）→ 龙胜地铁站（转乘龙华线）→ 深圳北站（转乘往虎门方向高铁）
→ 虎门高铁站（R2 线虎门火车站站点）

线路二：宝安机场新航战楼（乘坐 m416 路）→ 后瑞地铁站 ①（转乘罗宝线）→ 罗湖站→ 深圳站（转乘往东莞
方向的城际列车）→ 东莞站（R2 线东莞火车站站点）
广州火车站 → GDE

先从广州站到广州南站：广州站 → 广州（地铁 2 号线直达，约 1 小时 )
再由广州南站 ( 火车站 ) → 虎门高铁站

之后可乘坐东莞地铁 2 号线到达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深圳火车站 → GDE

罗湖商业城汽车站 → 厚街专线车站

换乘 巴士 / 计程车 →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约 15 分钟车程，RMB 20）

S256

后沙路 Housha Road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广
深
高
速

Guangshen Expressway

家具大道 Furniture Road

Bolan Avenue

S256 Road

国
道

博
览
大
道

Guangdong Moder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扫描右方小程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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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体验吧

现场活动

LIVE
EVENTS

LIVE
EVENTS

展会现场，除了展出先进设备、丰富耗材以外，还有多场契合行业热点、探寻行业发展轨迹的会议
论坛活动。

7月22日 下午
7月23日 上午

会议名称

地 点

纸包装行业领袖峰会：后疫情时代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判

会议室F

7月22日 下午

2020年中国纸箱包装
“产业互联数字智造”高峰论坛

会议室C

7月22日 下午
7月23日 上午

“后疫情时代”中国包装纸
产业链市场研讨会

会议室F
会议室G

7月22日 下午

聚焦产业新变化，探讨包装新未来
⸺5G时代包装产业创新论坛

会议室G

7月22日 半天
7月23日 全天

励展博览集团
中国纸箱/彩盒行业培训周

会议室E
一楼VIP室

7月23日 下午

2020柔印发展高峰论坛

会议室G

7月22日 下午
7月23日 下午

突围华南⸺原纸价格波动
解析高峰论坛

7月22日 下午
7月23日 下午

2020华南国际纸展
线上直播团购会

时 间

7月22日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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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纸包装行业江西同乡会

现场活动

“后疫情时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判”
主题研讨会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进一步向好态势巩固，但全球

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我国经济发展

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六
稳”与“六保”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经受住了外部环
境变化的冲击，经济进程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逐步
趋于正常。

为帮助行业正确认识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影

响，适时制定、调整企业发展策略，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

包装委员会定于2020年7月22日-23日在“2020华南国
际瓦楞展”、
“2020中国国际彩盒展”、
“2020中国包装容
器展”等六展期间与励展博览集团共同主办“后疫情时期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主题研讨会。

会议时间

7月22日 13:30-15:30
7月23日 10:00-12:00

会议地点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会议室F

会议主要内容
现场直播间

中国包联纸委会：2020上半年行业运行数据解读

经济学家解读：后疫情时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与预测

与会嘉宾
外部酒店

各省市、地方包协领导及地方包协纸委会领导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常
务委员、委员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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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

LIVE
EVENTS

汇聚全产业链力量
促进包装可持续发展

聚焦产业新变化，探讨包装新未来
⸺5G时代，包装产业创新论坛
中国国际彩盒展作为全球彩盒包装行业“晴雨

中国 • 上海环球港凯悦酒店

主办方：

支持单位：

由此，本届展会期间，特与中华印刷包装网联手，

表”、
“ 风向标”，除展现的各类设备及技术解决方案

拟邀请华南地区知名企业家、营销达人、行业专家、协

趋势。

坛的形式为大家带来更多前瞻性的分析和预测，现场

之外，也关注包装产业链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动态和

2020 年 1 0 月 09-10 日

中国包装联合会

CHINA PACKAGING FEDERATION

会领导、学院教授等相聚一堂，以线上直播，下圆桌论

交流互动等，为展会增值、为行业赋能。

论坛主题

1、5G 时代，互联网新零售下的包装产业变革；
2、新形势下再谈创新合版包装新模式；
3、文化创意之于产品包装的设计研究；

4、行业洗牌加剧，如何看待智能包装的发展？

一句好久不见
一场东莞论剑

5、疫情常态化对包装印刷的影响以及后期如
何发展探讨。

参会人数及对象

15家终端用户的采购总监与设计主管。

即刻扫码登记参会
享早鸟价优惠

15家终端品牌企业代表。

35家印刷包装企业代表及采购负责人。
15家中外品牌设备供应商。

联系我们：
刘志岩 女士 / Judie Liu
021-2231 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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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e.liu@reedexpo.com.cn

2020华南国际纸展
提供更多海内外原纸资源，
解决纸张采购难题，
极大丰富原材料采购选择。
2020 华南国际纸展由励展博览集团主办，全面展示包装用纸、印刷用纸、特种

纸三大范畴。本届展会将整合励展国际国内市场资源，面向包装印刷厂、彩印厂、纸

张经销商、终端用户、设计公司等所有专业 人士。展会现场，主办方将组织多场高质
量活动，包括纸业发展论坛，纸张电商采购节等，为纸张行业展 商直击目标客户，与

专业观众之间搭建全方位立体化沟通交流平台，同时帮助展商开拓市场，缔结业务和
销售网络。

展示范围：

牛皮纸、白卡纸、淋膜牛皮纸、牛卡纸、双灰纸板、灰底白板纸、金银卡纸、珠光纸、

充皮纸、触感纸、撒粉纸、花纹纸、装帧纸 / 布、植绒纸 / 布、皮革、彩色瓦楞坑纸、艺术纸、
新闻纸、双胶纸、书写纸、各类食品包装原纸等、铜版纸、瓦楞纸、其它品种纸
2020华南内部物流及过程管理展览会是励展博览集团从原料端、包装厂、终端

品牌需求出发，基于包装印刷全产业链的平台优势进一步衍生到内部物流，全力打

造的展现产品从生产过程到包装到内部物流相关的设备、技术、服务等解决方案的
专业展会。展会聚焦不同产品生产过程、包装及内部物流的各个环节，为展商提供一
个开拓不同垂直行业客户资源、精准高效准对接目标买家的展会平台。

部分参展企业logo

展示范围：
•
•
•
•
•
•

内部物流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物料搬运设备及系统
地面输送机及配件
仓储设备和操作设备
生产控制系统/ 仓储管理系统
包装、称重、测量和货物装卸系统

部分参展企业logo

……

广东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观展热线

4008196551

PACKCON“金桥粱”采配对接专题馆是中国包装容器展的特色之一，致

力于促进品牌终端采购与包装印刷、包装机械企业的一对一交流，旨在

搭建包装行业高效采配对接桥梁。2020 年“金桥粱”全面升级，设立

10 大专场，吸引现场 300+ 全品类优质包装供应商。是 2020 年度
品牌企业发布采购需求，寻找优质包装供应商的不二之选。

展商题词 EXHIBITORS
INSCRIPTION

EXHIBITORS
INSCRIPTION

东台市顶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锋麦机械有限公司

2020 中国国际彩盒展是疫情后印刷包装行

2020 中国国际彩盒展是疫情后印刷包装行

经过疫情的低潮，经济的复苏，必将引起作

向观众展示性能卓越的产品，提供优质的服

展会上向行业观众展出创新型的智能切角压

国际彩盒展的召开，是行业重启的标注，为

业首次大型展会，我们积极准备，将在此次

业首展，我们积极准备，希望能够在展会上

杜志鹏
董事长

务，期待能够在展会现场“重启”今年的业务。
在此，东台市顶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预祝展
会顺利召开，共同创造新辉煌！

程水斌
总经理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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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客户合作和交流，我们在彩盒展（展位

号：2D20）等你来，期待与行业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希望展会圆满举办。

2020 年很艰难，有挑战也有机遇。对鸿铭来

随着疫情的向好，整个行业都期待复苏。中

品展示，更是向老客户传递积极信号，向新

要恢复，我们的客户也期待更多适应新发展

客户彰显企业实力的绝佳机会，7 月 22-24
日我们将以最好的状态参展，希望通过中国
国际彩盒展的平台，赋能彩盒包装印刷行业
欣欣向上，共生繁荣！

作为中国国际彩盒展的多年展商，晟图机械
一直将该展会作为展示自己最新实力的国际
化舞台。在当前经济恢复阶段，我们更希望
与众多新老客户展开更为深入的合作，用更
为先进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共同为海内外精
品包装领域增添更多经济活力。专注皮壳科
技二十余年的晟图机械，本次展会上将带来
经过多代更迭的侧翼折叠礼盒全自动生产解
决方案，让我们相约 7 月 22-24 日广东国际
现代展览中心，共同见证晟图机械带来的折
叠礼盒最新科技。

林志荣
总经理

薛博
董事长

的先产品出现。作为在彩盒包装印刷行业拥
有多年经验的企业，我们将于 7 月 22-24 日
在广东国际现代展览中心展出我们核心新产

刘春伟
营销总监

品，为买家带来最优选择。

场带来更多创新型产品，与买家一起续写明
日精彩。

曾纪松
总经理

2020 中国国际彩盒展是整个行业疫情后重启
的标志性盛会，也是疫情后印刷包装行业首
展，对此正润十分重视并精心准备，更是决
定将在本届展会上首次展出正润 2020 年最新
研制的 RB380 全自动天地盖制盒机，该款产
品拥有“定位准、速度快、无气泡、不停机
输送、、数字化控制、底模独立驱动、纸盒
独立定位、全新纸盒成型伺服气动系统”等
十大优势。
因为专业，所以卓越，欢迎各界对包装有要
求的朋友与我们面对面交流沟通，我们将提
供整套工艺解决方案，协同您同步发展，满
足客户的需求是正润永恒的追求！我们期待
与更多客户合作，为买家带来最优选择，一
起创造更多利润！预祝展会圆满成功！

东莞市鑫晨顺机械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
专注于糊盒机制造，并追求精益求精，今年
疫情下的我们在抗击疫情方面也做出了努
力，尤其是口罩盒，试剂盒等药品盒包装
方面。2020 年国际彩盒展我们将携尤针对
药 盒 的 检 糊 一 体 机 YL-650PC&JP 以 及 YL1100PC-A 高速机在展会上跟大家见面，我
司展位号是 2D01，希望借助于平台，能跟
更多的新老客户进行合作交流，也希望我们
能为大家带来最好的产品展示。

温州中科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特殊情况下，树立企业形象、获得客户信任

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意义远大于短期收益，对

余新瑾
副总经理

我们来说参加中国国际彩盒展已经不再是简

单的产品展示，也是向老客户传递积极信号，
更是向新客户彰显企业实力的绝佳机会，7

月 22-24 日我们将以最好的状态参展，希望

通过充分发挥中国国际彩盒展的平台作用，
赋能彩盒包装印刷行业共生繁荣。

浙江新罗兰机械有限公司

目前全球经济正在稳步复苏，各地各类利好

2020 中国国际彩盒展是整个行业疫情后重

中国国际彩盒展作为亚太地区专业彩盒印后

力！昆山舜奕团队将携我们最新研发的产品

展会上，展出奥科最新款彩盒打样机，礼品

受参展商赞誉，期待七月，继续与您相约。

政策发布，彩盒包装行业也必将迸发新的活

总经理

心剂。我司已做好准备，在此次展会上为市

东莞市奥科电脑切割设备有限公司

舜奕新机智能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张总

行业重树信心，是包装市场的复苏的一剂强

浙江正润机械有限公司

国国际彩盒展的召开就是这一契机，市场需

东莞市晟图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庹明珠

线贴窗机和全新的高速贴窗机，我们期待与

东莞市鑫晨顺机械有限公司

为配套产业的包装发展，7 月 22-24 日中国

杭州康得新机械有限公司

说参加中国国际彩盒展不单单只是简单的产

王兵

德钢机械有限公司

展商题词

在 7 月 22-24 日的中国国际彩盒展上与广大
观众见面！ 2D418 展位，我们不见不散！

启的标志性盛会，我们精心准备，将在本届

温学文
销售经理

盒打样机，彩盒割样机等智能切割设备。期

待在展会现场与更多买家面对面交流沟通，
展现切实解决客户生产问题，预祝展会圆满
完成！

国际商贸平台，紧抓产业发展规划朝流，深

董亚飞

预祝 2020 年中国国际彩盒展再创新高！

销售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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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题词 ASSOCIATION
INSCRIPTION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

张耀权

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柔性版印刷分会

中国包装联合会纸制品包装委员会与励展博览集团多
年来始终保持密切合作。纸委会以大型纸包装企业为
核心，由纸制品包装生产企业、科研单位、设备制造
企业、原辅材料配套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
组成的纸制品包装行业组织。励展博览集团旗下包装
系列展会，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推广新技术、新设备、新理念方面一直是业内的标
杆和风向。双方的合作具有坚实且深厚的基础。
2020 年初始，受新冠疫情影响，纸包装行业面临着
前所未有之大挑战，今年的展会不仅是一场采购、学
习、交流之旅，更是一场见证疫情之后行业重启、提
振信心的盛会。中包联纸委会将在今年的展会现场组
织企业家共同探讨“后疫情时代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走
向”。7 月 22-24 日，我们在东莞不见不散！

励展博览集团是专业展览机构，有着非常成熟的展
会运营体系和影响力。华南瓦楞展、彩盒展等包装
系列展会，扎根中国市场，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和
认可度，一直以来是包装行业新技术、新设备、新
材料发布的重要平台，是包装行业专业人士相聚的
盛会。我会作为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所属分会，与励
展博览集团有着很好的合作，共同推动中国柔性版
印刷技术和产业发展。
今年我会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在广东东莞举办
的瓦楞展、彩盒展等系列展会，并同时举办柔印技
术高峰论坛。期待与各位企业家和行业同仁，相聚
东莞，共襄盛会。

广东省包装技术协会

朱志伟
秘书长

今年的中华南国际瓦楞展、彩盒规模较往年又有所
增加，高新技术方面的设备很多，在我们省的影响
力很大。我们对励展博览集团旗下的包装系列展会
的印象很深刻，展会主打的“贯穿全产业链”的概念，
涵盖内容全面，展示了很多新技术，非常契合现在
企业对展会的需求。我们省的瓦楞纸箱制造行业较
强，涉及纸箱制造的各个环节。
今年纸箱包装行业整体不太景气，受到年前贸易战
和年后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希望通过展会现场给
企业带来新思路、新想法、新技术、新设备，帮助
企业走出困境。

李武军
秘书长

林鹏腾
秘书长

盛岩松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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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从第二届瓦楞展开始，我基本上每届都有去，励展博
览集团主办的瓦楞展、彩盒展从创办到现在已经有了
质的飞跃。不仅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国际化程度上。以
前比较注重国内，现在是全球性的，专业性的展览，
形成了遍布全球的强大市场。我对你们的展览很有信
心，非常看好瓦楞展的前景。通过展览可以接触到欧
美国家的先进设备，行业自动化程度将越来越高。好
的展览平台可以引领行业，看到行业最前沿的东西。
尤其是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整个包装行业需要
一场盛大的展会作为平台，传递行业真实境况，探讨
行业未来方向，恢复行业发展信心。这个重要的时间
点上，瓦楞展、彩盒展等展会，来的恰如其时。7 月
22-24 日，让我们相聚东莞，不见不散。

文稀枝
秘书长

励展博览集团旗下的中国国际瓦楞展是独一无二的。
无论从展会的规模、展会的服务还是展会的组织能力，
都无可挑剔，非常到位。我们连续多年每年都组织
50 家以上的企业前去参观展会，去年更是多达 100
余家企业随团参观了企业。中国国际瓦楞展的品牌，
在湖南地区已经深入人心。会员企业对展会最普遍的
评价是：专业性强，国际化程度高。明年瓦楞、彩盒、
容器、软包装、纸张五个展会，同期同地举办，十分
的创新，贯穿了行业的整个产业链。湖南省一些包装
制品企业甚至会以展商的身份前来参展。
作为疫情之后的首展，今年的展会被赋予了不同以往
的重大责任。随着疫情防控取得卓著成效，活跃经济、
提振信心成为下半年的主旋律。励展博览集团旗下包
装系列展会，在这一经济重启的重要阶段，必将担负
起责任，为包装行业的复苏和振兴增添助力。

孙颖
秘书长

徐凯
秘书长

秘书长

贵州省包装联合会自 2016 年以来，每年都组织会员
单位参观励展博览集团旗下的包装系列展会。展会的
规模大、范围广、设备全，每次观展会员单位都给予
了非常高的评价。贵州的包装行业就全国来讲还是比
较落后的，希望能借助励展这样的平台，带我们的企
业走出去，向先进的企业学习交流，提高企业的实力
和竞争力，推动贵州包装业的发展。

程文阁
秘书长

我们和励展博览集团已经有很多年的合作，是老朋友
了。协会的会员企业十分看好励展集团主办的中国 /
华南国际瓦楞展、彩盒展。来展会的主要目的是看一
些市场上新的产品，有着明确的采购需求；其次，了
解一些行业发展的最新消息。
7 月份协会将积极组织协会成员参观展会。本着“为
会员办事儿，对办好事儿”的原则，有着较强的号召
力，平时协会自己也会组织各类活动，协会主要企业
都是从事纸箱彩盒方向的。由于疫情的影响，行业运
行会受到一定的阻碍，协会也是全力为企业提供帮助
与支持。组织参观展会有助于企业开阔眼界，是我们
每年的“必修课”。
期待 7 月 22 日在东莞厚街与大家见面，也预祝展会
圆满成功。

展博览集团是全球非常知名的展业会展公司，旗下的
很多展会在全球享誉盛名。尤其是包装系列的展会，
如：中国 / 华南国际瓦楞展、中国国际彩盒展等，协
会每年都会大规模组织会员单位集体参观，反响积极。
2020 年，励展博览集团新开辟了内部物流的板块，
我们非常感兴趣。好的展览平台能够引领行业，看到
行业最全最新的东西。
今年 7 月，我们将一如既往的组织会员单位去现场，
预祝 2020 中国 / 华南国际瓦楞展、中国国际彩盒展
等展会圆满成功，让所有包装人不虚此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包装技术协会

林迪华
秘书长

新疆的包装企业数量和质量较内地省份有不小的差距。
但是近几年企业的更新换代速度明显加快。对新设备
的需求日益旺盛。励展博览集团旗下的瓦楞展、彩盒
展等包装系列展会在全国范围内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之前企业多为单独参观。自 17 年上海展会协会统一
组织参观之后，反响很好，企业参与度很高。这两年
来每年的展会参观成为了协会每年的重点工作。
期待今年的展会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

中山市印刷包装行业协会

甘肃省包装技术协会

陕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协会与励展博览集团合作多年，相互之间有了较为深
入的了解。这些年来可以说是见证了展会规模、质量、
服务等方面稳步的提升。每年我们都全力配合，积极
组织相关企业去参观，学习，交流。
大部分企业来到展会现场，为的就是货比三家，通过
现场设备的运转更加直观的了解这些设备的性能。既
节约企业时间成本，不用每家每户的跑，直接在现场
看到最好的设备，也能了解到行业最新动态。当然，
展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流平台，上下游的客户，新
老朋友，供应商、服务商，都可以借此相聚一堂。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场贯穿
包装全产业链的专业展会，更值得参与和期待。期望
今年的展会能为大家带来惊喜，我们 7 月 22 日东莞见。

林淑玲

贵州省包装联合会

湖南省包装联合会

湖北省包装联合会

从 2001 年第一期中国 / 华南国际瓦楞展开始就一直
关注这个展会。励展博览集团主办的瓦楞展，在整个
国内，在包装行业都是最成功的展览，也是规模最大
的展览。励展博览集团与包装行业的发展相辅相成。
包装界很多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励展的功劳。瓦楞展
是一个全产业链式的展览，不仅对行业要素进行了介
绍，串联和整合，同时也是人脉的整合。并且，展览
将国外先进设备、理念带到国内，同时也将国内的需
求通过展会反馈到全球。将组织企业一同前往，去展
览上见见老朋友，也多了解新的趋势，新的技术。
湖北的包装企业，身处疫情中心，受到疫情的影响最
大。经历过“阵痛”之后，企业对自动化、智能化的
需求日渐清晰和迫切。今年展会现场，主要考察能解
决相关问题的企业。

徐军红

一直以来，我们对励展博览集团的印象都很不错。会
员单位们每年都会去参观中国国际瓦楞展、中国国际
彩盒展等展会。每年的展会都有新的设备、新的技术、
新产品，可以让企业能更加了解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学习先进的技术。江西省近两年得益于承接东部沿海
地区产业转移，纸箱包装行业发展迅速。希望今年上
海的展会现场，预祝大家都能有所收获，也预祝展会
圆满成功。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包装企业的日子都不太好过，
更需要展会为大家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寻找新思路、
新方法。

协会题词
温州市包装联合会

江西省包装技术协会

福建省包装联合会

河南省包装技术协会

河南省包装技术协会和励展博览集团是长久的战略合
作关系，近七八年来都全力支持中国国际瓦楞展、彩
盒展。我们与励展进行了深度合作和资源共享。中国
经济正在转型发展，投资是拉动经济的有利抓手，中
西部地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的企业有很多发展
机遇。
2020 年初以来，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全国的包装印
刷行业进入了发展下行期，各地的包装企业都遇到了
众多难题与困境，河南省内也不例外。协会希望能够
通过组织企业参观励展的展会，为大家提供破解当前
困局的方法和思路。
希望今年的展会能给行业带来些新鲜的想法和思路，
帮助企业共同渡过当前的困境。

ASSOCIATION
INSCRIPTION

林兆光
执行会长

中山市印刷包装行业协会每年都参加励展博览集团主
办的中国国际瓦楞展、中国国际彩盒展等展会。瓦楞
展作为行业内最为专业的信息、技术发布平台，可以
说为中国瓦楞包装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励
展博览集团是世界知名的顶尖展会公司，展会服务水
平和专业水平都很高。
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包装企业的日常经营和订
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效
果，经济恢复成为当前主要矛盾。展会作为重要的商
贸经济活动，是企业了解行业现状、探讨行业未来、
了解新技术新设备的绝佳机会。
协会今年将继续组团参观，希望能够展出更多新的设
备和技术，为众多包装印刷企业的发展提供思路，提
振行业信心。

南京包装行业协会

田社荣
秘书长

励展博览集团主办的瓦楞展、彩盒展是一个很好的全
产业链的商贸交流平台。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企业
对工厂自动化、智能化的呼声日益强烈，大家迫切的
想看到一些智能化的，工业 4.0 的设备和技术，听说
今年展会现场开辟了“内部物流展”版块，正好切合
企业当前的问题和需求，很不错。我相信很多企业都
和我一样，对这个新展区感兴趣，我们 7 月 22 日东
莞厚街不见不散。

16

汇聚彩盒包装
全产业链龙头企业
2020中国国际彩盒展部分展商

截至6月20日，部分参展商Logo

展品信息

EXHIBITS
INFORMATION

德曼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D90

3D 数字热烫印

折叠纸盒印后加工设备类
东莞财顺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D91a

折叠纸盒印后加工设备类
浙江新罗兰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C10

EXHIBITS
INFORMATION

东莞市顶艺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B151a

烫金是核心表面处理技术，90% 以上的包装、标签产品用到 1 种以上的烫金

高性能自动平压
平模切机（带清废）

全自动高速糊箱机

全自动高速裱纸机

目前典型的德曼仕用户包括：烟包印刷企业、化妆品包装企业、软包装印刷

1. 送紙範圍廣泛 , 可從 400X370mm

本机针对各种四六角包装盒，配备折返功能，完美结合力自动化包装行业

的需求。分组式四六角特点：整机采用独立电机控制，PLC 变频控制系统，

10000 张（纸长 600mm)

技术，终端消费者更认可烫金带来的奇幻效果。
企业、标签印刷企业等。

德曼仕引以为傲的可快速更换负压腔技术充分体现了以客户为尊的设计制造
理念，充分考虑了不同用户的不同使用场景下的对便利性的需求。

主要功能

至 1050X750mm, 最高模切速度 7500
張/時.

分组式四六角系列糊箱机，轨道式运行、性能稳定，可控性，操作性强。
三板式轨道装置，铝板均为滑槽结构，可配加各种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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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采用横定位拉、推两用装置，方便处理不同厚度纸质。

服马达做独立传动补偿

6. 采用钳把式抓纸，能确保高速安定性。

展位号：2C01

达送纸，面纸为鱼鳞式出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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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双张给纸及前定位检测装置可侦测不当送纸。

展位号：2A300

尺寸转换免调校 / 伺服无轴后推飞

轨道辅助预叠堆纸台

输送定位精准。

温州永顺机械有限公司

高速运转顺畅，前吸式飞达，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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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生產不間斷 .

3. 飞达送纸定位前减速机构，确保纸张

上海亚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电 脑 化 高 速 贴 合， 每 小 时 可 达

重叠压纸。

2. 送紙部及收集部附有不停機裝置 , 以

7. 模切部上模启动锁模。

杭州康得新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C31b

玉田元创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自动模切机（清废）

全自动高速热刀型覆膜机 (YS-SR108)

高速全自动覆膜机

全自动清废机

1. 主机采用进口交流变频器控制，启动盒制动采用气动离合器

艺更美观，性能更稳定。

康得新机械和欧洲赛纳

厂 各 类 吊 牌， 烟 包、 药 包、

主要特点：

2. 收纸配置自动皮带副台装置

1. 设备外观采用喷塑工
2. 送纸机采用 12000 张
/ 小时胶印飞达输送，保

证高速平稳送纸。3. 伺

服传动控制纸张搭边系统，使纸张搭边更稳定，高效精准。4. 双座电热除粉，
除粉效率更高 5. 加热辊采用智能电磁加热系统和内置油加热系统，温度均匀
达到覆膜质量要求。6. 换膜升降机构，方便快捷换膜。7. 热刀分切优势：适

合所有薄膜，特别是针对 PET 膜，镀铝膜等。8. 堵纸、连张检测降速功能，

上海天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2A70b

排废功能。9. 更多人性化设计，方便操作。

广东山河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全自动热刀立式覆膜机 RFM106MCX

全自动高速裱纸机

实现实时监控，多伺服传动，提高产能降低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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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机智能化、自动化升级，升级热刀分切技术，工业云采集设备生产数据，

全自动高速裱纸机是山河机械重磅推出市场的一款高速智能机型，采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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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使

展品信息

KMM 系列 D 型覆膜机是

吉 合 作 产 品， 康 得 新 于
2011 年 引 进 KS1120 机
型后，根据国内覆膜工艺

特点，从高品质、高效率、

高稳定、低成本、易操控等角度出发，将智能化理念首先运用于国产覆膜机
的设计研发中，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技术融为一体，为用户的未来覆
膜工艺，提供了工业 4.0 的基础，插上了智能制造的翅膀。一切都已完备，
只待您超越现在的慧眼发现助您企业的腾飞。

东莞市鑫晨顺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D01

800C4C6 高速糊盒机

鑫晨顺公司粵龙系列 800C4C6 高速糊盒机

全自动清废机主要用于印刷

食品包装、化妆品包装盒、
纸盒等模切后的清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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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隆华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B225

全自动深压纹烫金模切机
全自动深压纹烫金模切机

在全自动烫金机的基础上，增加模切压力和提高相应配件和系统性能。利用
在全自动烫金机的基础上，增加模切压力和提高相应配件和系统性能。利用高模切压力，一
次性完成烫金和压纹工艺，让包装更立体华贵。

高模切压力，一次性完成烫金和压纹工艺，让包装更立体华贵。

机器更稳定理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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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

EXHIBITS
INFORMATION

上海德拉根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A190

折叠纸盒印后加工设备类
临沂市美度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B100

折叠纸盒印后加工设备类
东莞锋麦机械有限公司

EXHIBITS
INFORMATION

展品信息

温州市高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D20

展位号：2A325

DUMAX-330 卷筒高速全彩数码印刷机

全自动三纵两横模切烫金机

全自动切角压线贴窗机

SHH-FS 四六角糊盒机

公司全新一代高速水性喷墨技术

采用旋转结构将烫金机固定于模切台上，配合模切机台四周的烫金走料架以

功能，可连线对厚度 0.08-0.35mm 的 PVC.PET.OPP 薄膜（胶片）进行切

四六角包装盒，配备反折功能，完美结合了自动化包装行业的需求。

1. 核 心 打 印 引 擎 采 用 memjet
DuraLink ™

2. 可 在 222mm 的 打 印 宽 幅 上
通过 70400 个高精密喷孔打印

功能：纸张、PVC 等片材的模切或烫金

及烫金底座上方的加热板和模切刀板，实现了烫金模切同步作业中烫金横纵
双向的边界转换，通过安装横纵向收卷装置使得减少材料浪费的目的

750/920/1050T 系列全自动切角压线贴窗机 - 该机型具备平贴与切角压线
全自动切角压线贴窗机

角压线、切圆角、冲工艺孔、冲环保标识等工艺，可同时在胶片上压
2-3 条
对厚度 0.08-0.35mm 的 PVC.PET.OPP 薄膜（胶片）进行切角压线、切圆角、冲工艺
750/920/1050T 系列全自动切角压线贴窗机-该机型具备平贴与切角压线功能，可连线

孔、冲环保标识等工艺，可同时在胶片上压 2-3 条竖线，并配备行业最先进的横压线
竖线，并配备行业最先进的横压线装置，全数字化控制，智能控制上胶和贴
检测，运行状态实时监控，不断创新设计，生产速度已突破 7500 张/小时，具备高
膜，运行中各项参数可微调，各工位传感器检测，运行状态实时监控，不断
装置，全数字化控制，智能控制上胶和贴膜，运行中各项参数可微调，各工位传感器

SHH-FS 四六角糊盒机，轨道式运行、性能稳定、操作性强。本机针对各种
整机采用独立电机控制，PLC 变频控制系统，三板式轨道装置，铝牌均采用
滑槽结构，可加配各种配件。

创新设计，生产速度已突破 7500 张 / 小时，具备高效、稳定、人性化等特点。

高达 1600dpi 的高品质图像

效、稳定、人性化等特点。

3. 环保水性墨四色印刷，提供出

众的色彩还原和极佳的图像对比
度

4. 高达 100 米 / 分钟的生产速度，可满足更多的业务需求

5. 五倍冗余度的喷孔设计可有效缓解喷头堵塞问题，大大延长了可更换喷头
的使用寿命

6. 软件自动套准矫正系统，减少每种纸张手工微调的时间损耗，方便快捷。

浙江耀佳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5B05

糊盒机

东莞市长鸿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东莞科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A300

冷胶喷胶系统

WK04 － 50B 高台束带机

贴磁铁和铁片以及贴双面胶，可以做到一机多用。

成本控制

的自动束带机，又称“束带机”可以使用「纸带」

全自动切角压线贴窗机，不仅可完成横线，竖线贴窗，贴窗的同时还可完成

科祺喷胶系统具有高效、
灵活、
稳定性好、
维护简便等特点。

包简便、美观。适用于印刷、书本、信封、彩盒、

卡片、钱币、电子电路板、药品、日用化工等多
种行业 . 可以对物品进行联体捆扎 , 也可对多片、

质量的保障
应用领域：

纸盒、四六角盒、汉堡盒、薯条盒、折页、文件袋、说明
书、信封等纸质包装盒的必备，是高档糊盒机、折页机、

玉田中博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A32

全自动糊盒机

CMB1080CEFV600 自动深压纹烫金模切机

箱的首选解决方案。本设备分 650/850/1100 等，机械和电器均采用模块

压纹，一机三用

本产品适用于药盒、酒盒、化妆品盒及食品包装类的糊盒产品，是彩盒 / 彩
化设计；可拓展性强，可以根据客户需求随时增加或减少校正部套；勾底

部套；踢废部套；胶量检测；品检部套等。设备采用一键启动，操作简便，
直线盒换单时间仅 5 分钟。

该机最大压力 600 吨，3 纵 2 横 5 轴电化铝走箔箱，既能烫金、模切又能深

瓦楞纸箱机的最佳搭档

佛山市鑫云鸿达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E28
自动插格机

该机器是一部特别为轻型物品包装，而专门设计
或「透明胶带」捆包，采用热熔式粘接，产品捆

高压活塞泵应用
灵活的功能拓展

展位号：2D418

展位号：5A50

全自动贴窗机

简便易操作

舜奕新机智能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东莞旭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自动插格机 Automatic gear case machine
自动插格慨况：

1、该设备需采用优质原材料，经先进的制造加工工艺，性能需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设备要求操作方便，整体电动调整，电控综合使用，无风泵和气控装置，确保设备的
先进性和节能；
3、机型造型美观，结构紧凑，需采用 PLC 控制，触屏输入、人机界面等功能；
4、设备所有零部件、电气原件需采用国内外品牌产品(PLC 和伺服电机采用台达，人机界
面采用威纶)，质量有所保障。
5、本机可以适用各种纸板（厚度 1-9MM）及 450 克灰纸板

1、该设备需采用优质原材料，经先
进的制造加工工艺，性能需达到国际

多条、多根、多盒的较小的硬、软质制品实施成
组捆扎 . 也可以跟据生产需要配合输送带，实现无
人化捆包。达到节省人力，提高包装质量的目标！

温州阿德沃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D416

多功能全自动弯刀机

折弯，多功能桥位，齿刀，磨边，打点，鹰嘴，冲切和平切

先进水平；

2、设备要求操作方便，整体电动调整，
电控综合使用，无风泵和气控装置，
确保设备的先进性和节能；

3、机型造型美观，结构紧凑，需采

用 PLC 控制，触屏输入、人机界面
等功能；

4、设备所有零部件、电气原件需采用国内外品牌产品 (PLC 和伺服电机采用
台达，人机界面采用威纶 )，质量有所保障。

5、本机可以适用各种纸板（厚度 1-9MM）及 450 克灰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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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
永华刀模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A60

EXHIBITS
INFORMATION

PRO-B320 多功能全自动电脑弯刀机
机器特点
·首创双丝杠气爪送料，切换速度快，送料精度准，拥有防撞开关保护。
·根据客户要求定制任何规格的配件。
·自动弯曲、桥位、鹰嘴、单组磨边、平切。
·采用全伺服控制，精度高，速度快，稳定性强。
·能够弯曲 23.8~32.0mm 高度刀片。
·根据不同规格的木板厚度，桥位能够自动识别高度和宽度。
自动调整磨边深度，自动调整鹰嘴大小。
支持中文，英文，德文，日文，韩文等多国家语言。
支持 DXF，DWG,NC,等多个文件格式，配备最新的 windows8 系统，YMBG 操作软件。

折叠纸盒印后加工设备类
深圳市富尔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A350

FED 高精密电脑滚筒分纸机
FEDHigh-Precision Roll Paper Dividing Machine

折叠纸盒印后加工设备类
浙江正诺机械有限公司

高精密双螺旋分切机 ZNSLX-1450/1750/1950

展位号：2D100

ZNSLX-1450/1750/1950 高精密双螺旋分切机是本公司采用德国技术并结合多年生
产切柢机的经验，研发出来的高精度、运行稳定、节能高效的新产品。广泛适用于卡纸、
铜版纸、牛皮纸、文化纸、双胶纸、高光相纸、金银卡纸、铝箔纸、激光镭射纸、烟酒
包装纸等。对于裁切完的纸张不需要修边，可直接上印刷机，有效的提高经济性，减少
了产生成本，也是日前造纸业及印刷业中普遍采用的纸制品加工机械。
ZNSLX-1450/1750/1950 highprecision double-helical slitting machine is a new product
with high precision,stable operation,
Energy-saving and high-efficiency developed by our company using German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years of experience in producing paper cutters.Widely used
in cardboard,
Coated paper,krafepaper,culturalpaper,offsetpaper,glossy photo paper,gold and silver
cardboard,aluminumfoil,laser laser paper,tabacco and wine packaging paper.The
trimmed
Paper does not require edging and can be printed directly on the press,effectively
improving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production costs.It is also a paper product processing
machine commonly used in the paper industry and printing industry.

PRO-B320 多功能全自动电脑弯刀机

FED 高精密电脑滚筒分纸机

高精密双螺旋分切机 ZNSLX-1450/1750/1950

送料精度准，拥有防撞开关保护。

高，适应性强，产量高等特性。设备适用于卡纸，铜版纸，牛皮纸，文化纸、

合多年生产切柢机的经验，研发出来的高精度、运行稳定、节能高效的新产

• 首创双丝杠气爪送料，切换速度快，

公司生产的 FED 卷筒纸高速分切机具有运转平稳，操作方便，速度快，精度高，适应性强，
产量高等特性。设备适用于卡纸，铜版纸，牛皮纸，文化纸、双胶纸，高光相纸，金银卡纸，
拷贝纸、铝箔纸、激光镭射纸、烟酒包装纸等，在造纸、纸业贸易，印刷行业应用广泛。
Featuring fsatspeed,highprecision,adaptability and high productivity,our FED high speed
web slitting machine runs smoothly and is easy to use.It is widely used in paper trade and
printing industry,suitable for paperboard,coatedpaper,kraftpaper,printing-and-writing
paper,two-side
offset
paper,super
glossy
photo
paper,gold
and
silver
cardboard,copypaper,aluminizedpaper,laserpaper,tobaccoand wine wrapping paper,etc.

公司生产的 FED 卷筒纸高速分切机具有运转平稳，操作方便，速度快，精度

双胶纸，高光相纸，金银卡纸，拷贝纸、铝箔纸、激光镭射纸、烟酒包装纸等，

• 根据客户要求定制任何规格的配件。

在造纸、纸业贸易，印刷行业应用广泛。

• 自动弯曲、桥位、鹰嘴、单组磨边、平切。
• 采用全伺服控制，精度高，速度快，

ZNSLX-1450/1750/1950 高精密双螺旋分切机是本公司采用德国技术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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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

东莞市荣共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KG-800 自动贴双面胶机
KG-800 自动贴双面胶机
纸卡，彩盒贴双面胶

纸卡，彩盒贴双面胶

品。广泛适用于卡纸、铜版纸、牛皮纸、文化纸、双胶纸、高光相纸、金银

卡纸、铝箔纸、激光镭射纸、烟酒包装纸等。对于裁切完的纸张不需要修边，
可直接上印刷机，有效的提高经济性，减少了产生成本，也是日前造纸业及
印刷业中普遍采用的纸制品加工机械。

稳定性强。

• 能够弯曲 23.8~32.0mm 高度刀片。

• 根据不同规格的木板厚度，桥位能够自动识别高度和宽度。
自动调整磨边深度，自动调整鹰嘴大小。

支持中文，英文，德文，日文，韩文等多国家语言。

支持 DXF，DWG,NC, 等多个文件格式，配备最新的 windows8 系统，YMBG
操作软件。

电脑弯刀机 Auto Steel Rule Bender
♦Auto Bending, Lipping, Bridging, Broaching, Perforating, Nicking,
One-time Cutting, Flat Cutting, No-slot joint

东莞市利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A103

全自动贴窗机 AUTOMATIC WINDOW PATCHING MACHINE

唐山隆翔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D70c

下吸嘴全自动模切压痕清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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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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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贴窗机
machine is suitable for

下吸嘴全自动模切压痕清废机

牛奶箱等。

对纸张无划伤，且传动采用机械式传

本机型适用于各种纸盒贴窗，彩盒贴膜。例如：纸巾盒、化妆品盒、玩具盒、牛奶箱等。 The
all kinds of cartons(stick window for paper box,stick film for
corrugated carton).For example:tissuebox,cosmeticbox,toys box crafts box,and milk carton
本机型适用于各种纸盒贴窗，彩盒贴膜。例如：纸巾盒、化妆品盒、玩具盒、
etc.

全自
自动视觉贺卡
卡贴珠机

(1) 下吸嘴部 ; 下吸嘴不停机送纸，

深圳市合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D280

自动电脑弯刀机

♦可磨直角，锐角，矩形槽，圆弧打
标记，磨头磨尾

♦自动打点范围：0.3~1mm

♦ 自 动 桥 位 宽 度：5~15mm， 高 度

paper-pile turning machine
纸堆翻转整理机

15~20mm

♦ 刀 料 规 格 : 高 度 8~32mm; 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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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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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柏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A129

纸堆翻转整理机

1、自主研发点胶上钻系统，定位精度高，加工速度快。

提升印刷印后流程效率

2、硬盘的超大储存记忆容量 , 且软体具有区域阵列，
平移旋转运算等功能。

3、胶量大小粗细、涂胶速度、点胶时间、停胶时间
皆可参数设定、出胶量稳定 , 不漏滴胶。

4、一人可同时操作多台机器，大幅降低人工工时，

To promote post-printing process efficiency
——维持印刷机高效产能
To maintain the highly efficient production capacity of the printer
——一分钟完成纸堆翻转
To finish the paper-pile rollover in one minute
——平均 4-5 分钟完成纸堆齐纸、除粉及翻转
To finish the paper-pile aligning, dust removing and rollover in 4-5 minutes on average
——无需专业人员操作
To do without the operation by professional staff

上海荩晶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视觉贺卡贴珠机
视觉点钻机介绍：

主要特点

——提升印刷印后流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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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2A216

主要特点：

维持印刷机高效产能
一分钟完成纸堆翻转

平均 4-5 分钟完成纸堆齐纸、除粉及翻转
无需专业人员操作

展位号：2D337

0.45~1.07mm

♦可选配自动刀库和打圆孔桥位

♦Auto Bending, Lipping, Bridging, Flat Cutting, No-slot joint
♦Manual Bridging Width: 5~15mm, Height: 15~18mm
♦It's ok to customize one set of mould for 1.42mm
♦Material Specification: Height: 23.8~60mm, Thickness: 0.71~1.07mm
♦Auto steel rule holder is optional for series ZY-320

东莞市合裕自动化有限公司
全自动勾底胶盒机高速 PVC/PET/PP 胶盒机
展位号：5B48

♦自动折弯、鹰嘴、桥位、平切、无缝对接
♦手动桥位宽度：5~15mm，高度：15~18mm

HY-800GL 是一款针对 PVC/PET/PP 胶片盒的高速粘盒机，配置 PUR 喷胶方式可轻松完
成直线盒，勾底盒的成型粘贴。
HY-800GL automaitc high-speed folder gluer is designed for folding and gluing
PVC/PET/PP plastic boxes, it is equipped with PUR applicator, which can easily make job
for straight line
and lock bottom
plastic boxes.
HY-800GL
是一款针对
PVC/PET/PP
胶片盒的高速粘盒机，配置 PUR 喷胶

单头高速底模机 PERTINAX-1010S

全自动勾底胶盒机高速 PVC/PET/PP 胶盒机

刀模图自动生成压痕条后排版切

方式可轻松完成直线盒，勾底盒的成型粘贴。

主轴，匹配 6 个刀座，可用于开槽、
定位孔、刨边、切断、打字等。软
件自动路径优化加工 , 确保底模加

工质量和效率。3. Z 轴采用独家设
计的控制方式，采用自动对刀仪对

刀及随动加工，电脑调节深度，既

保证操作的简便性，又保证开槽的加工深度稳定，有效避免其他控制方式存

6、点胶方式：单胶枪、可同步多枪同时点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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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迪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割。2. 使 用 1.5KW 自 动 换 刀 高 速

5、可任意、任何形状点钻石。

8、点胶力度自动补偿功能，使操作更加方便。

单头高速底模机 PERTINAX-1010S
中文：自主研发专用底模机软件，可根据刀模图自动生成压痕条后排版切割。2. 使用 1.5KW
自动换刀高速主轴，匹配 6 个刀座，可用于开槽、定位孔、刨边、切断、打字等。软件自动
路径优化加工,确保底模加工质量和效率。3. Z 轴采用独家设计的控制方式，采用自动对刀
仪对刀及随动加工，电脑调节深度，既保证操作的简便性，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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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因板材材料带来的问题。4. 可选配震动刀，
切割胶条。实现一机两用。
1/We develop our own Pertinax counter making machine software, it can automatically
generate creasing line according Dieboard figures before cutting. 2/Equipped with 1.5KW
auto change tool high speed spindle and 6 tools to slot,positionhole,chamfer,cut off and
make mark.Our softw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best paths to produce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t products. 3/Z-axis adopts exclusive design control mode,auto aligning instrument
and follow-up processing way.computer adjust the depth to ensure the operation simplicity
and steady slotting depth.It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depth control difficulties of other
control methods and reduc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materials. 4/Vibrate tool option for
cutting rubber function.

自主研发专用底模机软件，可根据

提高效率。

7、点钻方式：单吸嘴、同步多吸嘴镶钻。

♦自动折弯，鹰嘴，桥位，磨边，打齿，打点，平切，一刀切，无缝对接
♦可磨直角，锐角，矩形槽，圆弧打标记，磨头磨尾
♦自动打点范围：0.3~1mm
♦自动桥位宽度：5~15mm，高度 15~20mm
♦刀料规格: 高度 8~32mm; 厚度 0.45~1.07mm
♦可选配自动刀库和打圆孔桥位

打点，平切，一刀切，无缝对接

的控制器，独特的伺服送纸曲线保障
（3）模切部：采用蜗轮曲柄肘杆式

展位号：2A287

♦Auto Nicking range: 0.3~1mm
♦Auto Bridging Width: 5~15mm, Height: 15~20mm
♦Material Specification: Height: 8~32mm, Thickness: 0.45~1.07mm
♦Auto steel rule holder and circular bridging is optional for series ZY-320D

♦自动折弯，鹰嘴，桥位，磨边，打齿，

安川伺服电机输送，并配有日本三菱
纸张到前规不伤纸边，定位精度高。

深圳华正源数控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电脑弯刀机

自动电脑弯刀机

动，性能稳定。（2）输纸部：采用

觉点钻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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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90° Broaching, V Type Broaching, Rrectangular Broaching,
Arc Broaching, Head & Tail Broaching.

1、振动刀割胶条；
在的深度控制的难点，减少因板材材料带来的问题。4.
可选配震动刀，切
2、简约设计，设备故障率低，节省维护成本；
割胶机 DHRM-550

Electric paper-pile flip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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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ng paper-pile turning over and carry, adopting all-electric mode, Designed for

割胶条。实现一机两用。

2、环保无污染；
3、每小时耗电约 6°，使用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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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昇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全自动高速局部 UV 上光机 SD-1040W

全自动高速局部 UV 上光机采用上摆式递牙送纸方式送纸，能够快速送纸达

每小时八千张，配备网带式 UV 干燥方式，具有机器速度快，定位精准，
全自动高速局部 UV 上光机 SD-1040W

折叠纸盒印后加工设备类
东光县晟友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2B320
自动模切压痕机

自动模切压痕机

自动模切成型

自动模切成型

折叠纸盒印后加工设备类
深圳市金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D340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machine will be affected.

可 一 次 性 切 割 18mm，20mm，

弯曲功能

同时还能切割金属板材（吸塑刀模）

切割速度快，可切割刀模板、奥松板、

维护简单。

展位号：2D346

全自动电脑弯刀机

22mm，25mm 木板，PVC 胶板以外

配备网带式 UV 干燥方式，具有机器速度快，定位精准，UV 干燥效率高，耗能少的优点。
纸张经过涂布油头之后，收纸担牙不经过光源照射，直接以铁佛龙网进行输送，确保了担牙
光源照射，
直接以铁佛龙网进行输送，确保了担牙不会产生变形及损坏现象，
不会产生变形及损坏现象，维护简单。

高密度板、亚克力板、钢板、铁板等。

优化混合光路 , 减少激光折射，操作调整简单，切缝均匀

XY 双方向进口双螺母精密滚珠丝杆传动（比一般精度更高）

采用日本安川伺服驱动、配合台湾原装进口滚珠丝杆，运行如虎添翼，长年
使用依旧保证丝杆精度。

展品信息
全自
自动电脑弯刀
刀机 Auto bender machin
ne
一次
次性剪断
Disp
posable Cutting
弯曲
曲功能
Bending
缝对接（模具
具冲切）
无缝
Seam
mless Joint (die punching
g)
自动
动鹰嘴（模具
具冲切）
Auto
o-Lipping(die punching))
自动
动桥位（电机
机冲切）
Auto
o-bridge (Motor punchin
ng)
三组
组双面开槽（
（钨钢锯片）
3x Broaching
B
(Tu
ungsten stee
el blade)
三组
组自动打点（
（钨钢锯片）
3x Auto-Nicking
A
g(Tungsten blade)
b
双丝
丝杠送料
Dual screw Feed
ding
组自动刀盘（
（软件控制）
六组
Six sets
s
of autom
matic Rule Ca
assette

深圳市骏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刀模切割机

价格优惠，投资风险低，回报快。

全自动高速局部 UV 上光机采用上摆式递牙送纸方式送纸，能够快速送纸达每小时八千张，
UV 干燥效率高，耗能少的优点。纸张经过涂布油头之后，收纸担牙不经过

EXHI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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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剪断

无缝对接（模具冲切）
自动鹰嘴（模具冲切）
自动桥位（电机冲切）

三组双面开槽（钨钢锯片）
三组自动打点（钨钢锯片）
双丝杠送料

六组自动刀盘（软件控制）

标配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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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正茂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全自动贴窗机

展位号：2D417

贴窗，对线，切角，激凸 LOGO，工艺孔等等

全自动贴窗机

贴窗，对线，切角，激凸 LOGO，工艺孔等等

东莞市申信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D410

模切机

电缆、彩盒、冥币、香支、手套、塑料制品等，可

体的包装机械企业。

1. 烫金 + 烫金

CY-45 型适合捆绑的物品：书本报刊、米粉、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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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双头清废机带自动收纸
面摆板深度：23CM； 净重：140CM；马达马力：
汕头市顺鑫隆印刷机械有限公司是集科研开发、设计、生产、营销、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质

1/4HP； 打包速度：1 秒 / 包

高速全自动糊盒机 SMARTFOLD
该系列适合大中型包装企业，商业印刷厂。可满足不同幅面，各种盒型糊盒需求。操作灵活
高效，并具备高性能机械电气配置。所有机型都可选择配置最先进的电子喷胶系统。This
machines is for the most demanding of packaging companies，commercial printers.It can run
该系列适合大中型包装企业，商业印刷厂。可满足不同幅面，各种盒型糊盒需
Small to large sized boxes,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es. It is flexible to operate and
comes with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s.All machines come with the latest
求。操作灵活高效，并具备高性能机械电气配置。所有机型都可选择配置最先
electronic upper gluing system.

高速全自动糊盒机
进的电子喷胶系统。

展位号：2C31a

贴窗机

圈、打 3 圈。

展位号：2A170

展位号：2A200

浙江大源机械有限公司

自动捆绑机 CY-45 型

根据捆绑物品的要求订制，打十字、打一圈、打 2

惠州市德钢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恒通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实业公司。自我们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研发生产清废设备。我司设备选材精良、机器性能
成熟稳定、技术先进、操作简便、安全性高、故障率低，并取得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等多项专利。
目前，我司 LF-1020 系列清废机不仅行销全国各地，还在美洲、东南亚国家广泛使用，深受
广大用户赞誉。
我司一直秉持“精益求精，服务至上”的原则，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更完善的服务；友
好合作，实现共赢！
Shantou Shunxinlong Printing Machinery Co., Ltd is a comprehensive nature industrial
company s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service in one of
the. Since our founding, we have been committed to R & D and production of waste
cleaning equipment. Our equipment select superior material, the machines have mature and
stable performance, using advanced technology, simple and safe operation, low failure rate,
and obtained the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 and utility model patent, etc.

汕头市顺鑫隆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C91

温州恒通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
公司在创立之初就致力于对客户需求的探求，首先在产品上，不断地创新
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同时又壮大科研队伍，以便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其

次要用信誉和真诚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用我们知识加努力
和客户一起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经过发展，目前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检测手段健全，质量上乘，产品远销

国内外，深受用户好评。恒通人将本着“以人为本，以新致胜，以诚致远”
的服务宗旨，创用户满意产品，因为您的微笑对我们很重要，同时我们也

产品描述：一次走纸可实现如下工艺：
2. 烫金 + 模切 + 清废
模切机
机+ 模切 + 清废
3. 压凸

4. 烫金
+ 压凸
1. 烫金+烫金
烫

产品描
描述：一次走纸可实
实现如下工艺：

2. 烫金+模切+清废
烫
多机组双工位高速自动烫金模切清废机是传统双机组烫金模切清废机的升级

版，大源采用全球首创的双伺服驱动系统，进一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提升
4. 烫金+压凸
烫
3.

压
压凸+模切+清废

多机组
组双工位高速自动烫
烫金模切清废机是
是传统双机组烫金模
模切清废机的升级版，大源采用全球
球首创的双伺服驱动
动系统，进一步大
大幅提升
烫金、热压、模切的效果。
生产效
效率，提升烫金、热
热压、模切的效果
果。

欢迎新老客户来我公司洽谈业务以及宝贵意见。

At present, our LF-1020 series waste cleaning machine is not only sold all over the country,
but also widely used in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t is well received by
customers.
Willing to work with new and old customers hand in hand, create brilliant.

全自动双头清废机带自动收纸

针对模切后的产品，代替人工排废。具备辅助上纸，自动清废，自动码垛等功能。

汕头市顺鑫隆印刷机械有限公司是集

科研开发、设计、生产、营销、服务

于一体的综合性质实业公司。自我们
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研发生产清废
设备。我司设备选材精良、机器性能

成熟稳定、技术先进、操作简便、安
全性高、故障率低，并取得国家发明
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等多项专利。

目前，我司 LF-1020 系列清废机不仅行销全国各地，还在美洲、东南亚国家
广泛使用，深受广大用户赞誉。

我司一直秉持“精益求精，服务至上”的原则，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更完善的服务；友好合作，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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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模切后的产品，代替人工排废。具备辅助上纸，自动清废，自动码垛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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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盒加工设备类

EXHIBITS
INFORMATION

硬盒加工设备类

展品信息
KLZ-930/SLZ-930L
全自动滚筒式起沟机

中科天工（武汉）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2C90

温州正润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A70a

温州容健机械有限公司

针对灰板纸、铜版纸、对裱卡纸、卡纸开 V 型槽。
浙江赛力机械有限公司
适用范围

展位号：2C151b

展位号：2C151a

性能
采用皮带摩擦自动送纸，单边靠边自动纠偏原理（比双边靠边精度提高 50%）保
精度，解决手动送板不稳定的因素。滚动皮带捆绑开槽，才能保证开槽的精度
适用于制作天地盖盒（横竖开槽）、书型盒、酒盒、手机盒（电子产品）、首饰
饼盒等，只要有单边可以定位的各种材质的异形盒子均可开槽。

智能天地盖制盒机 ZK-6421

全自动纸盒成型机 RB185A

R18 智能高速皮壳机

KLZ-930/SLZ-930L 全自动滚筒式起沟机

现智能化操作功能，
数字化调节方式及功能参数设置。
纸盒自动送纸、上胶、
智能天地盖制盒机
ZK-6421

2. 数字化快速调节尺寸

手机
机、电子、电
电器、化妆品
品、食品、服
服装、鞋类、烟酒等产品的包装。
广泛应用于手机、电子、电器、化妆品、食品、服装、鞋类、烟酒等产品

针对灰板纸、铜版纸、对裱卡纸、

本设备采用运动控制器，视觉机械手定位、人机界面整机智能化系统，实

定位贴合、引取、裱盒、包边、全折耳和折入成型动作一次性完成的特点。
本设备采用运动控制器，视觉机械手定位、人机界面整机智能化系统，实现智能化操作功能，

适用于高档精品天地盖纸盒生产，
如电子商务包装手机盒、
珠宝盒、首饰盒、
折耳和折入成型动作一次性完成的特点。
适用于高档精品天地盖纸盒生产，如电子商务包装
数字化调节方式及功能参数设置。纸盒自动送纸、上胶、定位贴合、引取、裱盒、包边、全

礼品盒、化妆品盒等等。

手机盒、珠宝盒、首饰盒、礼品盒、化妆品盒等等。

1. 影像定位系统

全自
自动纸盒成型
型机 RB185A
1.影
影像定位系统
1.Ca
amera positio
onning syste
em
2.数
数字化快速调节尺寸
2.Digital adjustm
ment of sizess
全新伺服控制的后吸式面纸
纸飞达
3.全
3.Ne
ew servo con
ntrolled postt-sucked typ
pe paper feed
der
4.线
线接触式铜刮刀
4.Lin
ne-touch designed copp
per scraper
5.集
集中供油系统
5.Co
oncentrated lubrication system
s
6.自动胶水粘度控制装置(选
选配)
ptional）
6.Glue viscosity meter （Op

3. 全新伺服控制的后吸式面纸飞达
4. 线接触式铜刮刀
5. 集中供油系统

R188 智能高速
速皮壳机

小旋风具有智能、高速、操作简便等特点，主要适用于包装、书刊等行业，
小旋
旋风具有智能
能、高速、操
操作简便等特
特点，主要适
适用于包装、
、书刊等行业
业，广泛应用于
的包装。

适用范围

卡纸开 V 型槽。
性能

采用皮带摩擦自动送纸，单边靠
边自动纠偏原理（比双边靠边精

6. 自动胶水粘度控制装置 ( 选配 )

度提高 50%）保证送板精度，解
决手动送板不稳定的因素。滚动
皮带捆绑开槽，才能保证开槽的
精度和速度。适用于制作天地盖

盒（横竖开槽）、书型盒、酒盒、手机盒（电子产品）、首饰盒、月饼盒等，
只要有单边可以定位的各种材质的异形盒子均可开槽。
全自动圆角封面机

10.纸盒自动抬盒引取装置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2.可改装使用拼灰板机(选配)

11.胶水粘度自动控制系统（选配）

展位号：2B151b

13.短边耳朵可左右互搭或左右对接，更加适用高档纸盒的生产
14.独创的新型上胶方式，可白胶、热熔胶两用

中科天工（武汉）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2C90

G-3C40P 型全自动天地盖制盒机

G-3C40P 型全自动天地盖制盒机是目前国内先进的高端智能包装设备之一，应用于高端精品
盒包装领域的天地盖纸盒定制成型。与传统天地盖相比，本设备采用全新颠覆性设计理念，
全球率先支持“面纸 V 槽”，全面兼容低克重面纸、高克重 V 槽面纸，完全实现“在线拼板”
并兼容传统贴角，柔性设计兼容多种盒型，降低设备占地面积的同时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HM-ZD6418K 全自动智能天地盖制盒机

G-3C40P 型全自动天地盖制盒机

大尺寸精品盒，旨在突出快

机是目前国内先进的高端智能

15.可生产面纸开槽类产品，且一次性完成包边折耳。

HM-ZD6418K 是 一 款 针 对

G-3C40P 型全自动天地盖制盒

速换模的全自动智能制盒

全自
自动挖孔贴磁
磁铁机

动送皮壳，自
自动挖孔，自动涂胶，自动贴磁铁
自动

自动送皮壳，自动挖孔，自动涂胶，自动贴磁铁

包装市场的需求。整机外观经过全新设计，更加安全美观。
“槽王”1 号
定位、抱盒、包边、折耳和折入成型自动完成。

V 槽面纸，完全实现“在线拼板”并兼容传统贴角，柔性设计兼容多种盒型，
降低设备占地面积的同时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LS-1200S 数显全自动卡纸开槽机是一种高精度专业开卡纸的自动开槽机，广泛应用于高档
礼品盒，产品说明书等包装产品。
东莞市龙行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晟图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该机具有触摸显示功能，可以显示调刀数值，追踪每一把刀的调刀数据，整排刀座可以一
展位号：2A300
展位号：2A35
键进退，比传统的调机更加简单，高效，且精度更高，有效的针对 200-500g 的卡纸开槽，
精度高，效率快，是高精度礼盒的理想设备！
“槽王”1 号 数显全自动卡纸开槽机
ST036XL 大尺寸皮壳机

专业生产精装书(方脊、圆脊)、台历、手机盒、酒盒、礼品盒、Y-O 笔记本、内藏 Y-O 文
专业生产精装书
( 方脊、圆脊 )、台历、手机盒、酒盒、礼品盒、Y-O 笔记本、
ST036XL 大尺寸皮壳机

内藏 Y-O 文件夹等皮壳
件夹等皮壳

平阳县瑞科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C280

数值，追踪每一把刀的调刀数据，整排
简单，高效，且精度更高，有效的针对

动圆角封面机是我
业而开发出的一款
圆 角、 直 角 产 品 两

东莞市万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B287

2、纸板自动进料，连贯作业进纸、包边、

用于包装印刷行业中的天地盖

1、采用智能高速热熔胶喷胶系统
折耳及折入成型一次性完成。

本设备由万速开发设计制造，用于包装印刷行业中的天地盖形式纸盒的自动生产过程中，贴
衬纸工艺的全自动化作业。 纸盒皮带线来料有料检测；实现自动推纸盒入移载机构，衬纸
料仓自动供料，衬纸过胶，衬纸压合，自动下料至皮带线。

本设备由万速开发设计制造，
形式纸盒的自动生产过程中，
贴衬纸工艺的全自动化作业。

纸盒皮带线来料有料检测；实

实施纸盒成型全过程自动化。

现自动推纸盒入移载机构，衬

5、采用步进驱动系统自动快速调模功能。

衬纸压合，自动下料至皮带线。

6、换模采用数控形式、速度快、具备记忆功能

200-500g 的卡纸开槽，精度高，效率快，

ZFM-700D 型 全 自

盖板组装贴衬机

4、自动故障诊断功能。

刀座可以一键进退，比传统的调机更加

全自动圆角封面机

RK-ZDGS400-II 高速全自动连体盖成型机（鞋盒机）

跟踪系统检测运行系统，触摸屏人机界面，

该机具有触摸显示功能，可以显示调刀

位、伺服纠偏等新工艺、新技术，自动完成面纸进给，定位、包角、
四面包边等工序，使生产精度更高，生产速度更快，圆角圆滑美观，
四边结实无空边，是生产圆角型精装书及笔记本等产品的优选方案。

1、采用智能高速热熔胶喷胶系统
用伺服传动、光电定位、伺服纠偏等新工艺、新技术，自动完成面纸进给，
2、纸板自动进料，连贯作业进纸、包边、折耳及折入成型一次性完成。
定位、包角、四面包边等工序，使生产精度更高，生产速度更快，圆角圆滑
3、采用运动控制器，伺服驱动系统，光电跟踪系统检测运行系统，触摸屏人机界面，实施
纸盒成型全过程自动化。
美观，四边结实无空边，是生产圆角型精装书及笔记本等产品的优选方案。
4、自动故障诊断功能。
5、采用步进驱动系统自动快速调模功能。
6、换模采用数控形式、速度快、具备记忆功能
7、整机占地面积小，稳定性强。
8、采用光电系统，自动盖盒功能。
9、采用主副台，不停机循环换料功能。
10、成型采用盖。底各自成型，纸盒成型更稳定，成品更美观。
盖板组装贴衬机

3、采用运动控制器，伺服驱动系统，光电

装产品。

展位号：2B70c

用封面机。该机采用运动控制系统确保多台伺服电机精准同步运转，同时采

念，全球率先支持“面纸 V 槽”，

全面兼容低克重面纸、高克重
数显全自动卡纸开槽机

本机采用伺服控制系统、图像定位系统、实现进纸、过胶、进灰板、贴四角、

ZFM-700D 型全自动圆角封面机是我公司专门针对精装书及笔记本生

书及笔记本生产企
RK-ZDGS400-II 高速全自动连体盖成型机（鞋盒机）

本设备采用全新颠覆性设计理

盒范围更大。更能满足现代

产企业而开发出的一款圆角、直角产品两用封面机。该机采用运动控
浙江浩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制系统确保多台伺服电机精准同步运转，同时采用伺服传动、光电定

公司专门针对精装

制成型。与传统天地盖相比，

化妆品盒、手表盒等等。做

泛应用于高档礼品盒，产品说明书等包

全自动挖孔贴磁铁机

品盒包装领域的天地盖纸盒定

生产，如手机盒、首饰盒、

种高精度专业开卡纸的自动开槽机，广

展位号：2B226

包装设备之一，应用于高端精

机。适用于多种盒型的大量

LS-1200S 数显全自动卡纸开槽机是一

东莞市飞可特机械有限公司

纸料仓自动供料，衬纸过胶，

7、整机占地面积小，稳定性强。

是高精度礼盒的理想设备！

8、采用光电系统，自动盖盒功能。

9、采用主副台，不停机循环换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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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成型采用盖。底各自成型，纸盒成型更稳定，成品更美观。

盒谐 1 号 高速全自动天地盒成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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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盒加工设备类

纸盒视觉对位机器人

1， 采用 SCARA 水平四关节工业机器人对位贴盒，
2， 纸盒及面料独立视觉检测定位 , 可进行单双视觉自由切换，单定双定自由切换
3， 生产线采用柔性设计，各工位故障均可用人工快速切换，不会导致停线
技术参数：
外型尺寸
L2400×W1200×1800 去除盒子送带 L1700
整机重量
500KG
功率
1.5kW
生产速度
10-30 个/分钟
电源
220V 气压 6KG 以上
双定：
最小
L100 x W80mm x H 10mm
最大
L320 x W220mm x H 100mm
单定：
最小
L100 x W80mm x H 10mm
最大
L400 x W300mm x H 100mm

深圳小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纸盒视觉对位机器人

1、采用 SCARA 水平四关节工业
机器人对位贴盒，

2、纸盒及面料独立视觉检测定位 ,

可进行单双视觉自由切换，单定双
定自由切换

温州中欣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硬盒加工设备类
深圳市国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A150

全自动书型盒组装贴边机

全自动酒盒成型机

料、上胶、定位、压盒、贴边的礼盒组装贴边一体机。采用机械手抓取内盒

能可靠。由各组模块连接而成。采用日本三菱 PLC 可编程序控制器、德国

全自
自动书型盒组
组装贴边机

全自动书型盒组装贴边机是我公司最新研发专门针对各种书型礼盒自动送

全自
自动书型盒组
组装贴边机是
是我公司最新
新研发专门针
针对各种书型礼盒自动
动送料、上胶
胶、定
位、压盒、贴边
边的礼盒组装
装贴边一体机
机。采用机械
械手抓取内盒
盒定位压盒，定位准确、成
定位压盒，定位准确、成品美观、结构合理、性能稳定、操作稳定、操作简便，
美观、结构合
合理、性能稳
稳定、操作稳
稳定、操作简
简便，是各礼盒厂商最
最佳选择。
品美

是各礼盒厂商最佳选择。

全自动酒盒机 GD-A510 是制作高档精品酒盒的最佳设备，它设计合理、性

EXHIBITS
INFORMATION

展品信息

深圳市财欣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A220

全自动贴双面胶机 / 自动喷胶机 / 等离子表面处理机

光电纠偏系统、便捷的触摸屏人机界面等。来实现灰纸板和面纸的自动输
送和定位，一次连续操作来实现纸盒的高速生产。通过机械、气动、电器

等系统的联机操作实现纸盒生产的全自动化。成倍的提高了生产效率。革
新了传统的纸盒生产作业，比传统工艺制作效率高了多倍。

3、生产线采用柔性设计，各工位

故障均可用人工快速切换，不会导
致停线

全自动贴双面胶机/自动喷胶机/等离子表面处理机

东莞市众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A91

东莞市卓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E05

浙江欣炜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D70a

全自动磁铁（铁片）机 ZH-9060CT

智能全自动制盒机
智能全自动制盒机

全自动天地盖制盒机

此款设备适应于书型盒等众多礼品盒的自动生产，具有自动送料，自动钻孔，自动点胶，自
自动点胶，自动放磁铁的功能，代替了传统的手工挑孔放磁铁模式，产量

重复定位精度高，可连续长时间作业。采用 PLC 控制，和触摸屏人机界面操

饰礼品盒；化妆品盒等高档礼盒，可根据产品与纸盒成型折入机配套使用。

全自动磁铁（铁片）机 ZH-9060CT
此款设备适应于书型盒等众多礼品盒的自动生产，
具有自动送料，自动钻孔，

可达到 1500单机一人操作即可，降低人工成本！具有高效率、高稳定性、高合格率、占地面积小等优点
～ 1800pcs/ 小时，单机一人操作即可，降低人工成本！具有
动放磁铁的功能，代替了传统的手工挑孔放磁铁模式，产量可达到 1500～1800pcs/小时，

高效率、高稳定性、高合格率、占地面积小等优点广受客户好评 !
广受客户好评!

东莞市辉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ZY-450S 智能全自动制盒机采用视觉机械手定位，可配成型机械手抱盒结构。
ZY-450S 智能全自动制盒机采用视觉机械手定位，可配成型机械手抱盒结构。重复定位精度
高，可连续长时间作业。采用 PLC 控制，和触摸屏人机界面操作，实现送纸、过胶、送板、
定位、包边、折耳、折入成型等全程自动化，相比传统手工生产线效率提高了数倍。同时节
省了人工和场地，改变了传统天地盖制盒模式。

作，实现送纸、过胶、送板、定位、包边、折耳、折入成型等全程自动化，
相比传统手工生产线效率提高了数倍。同时节省了人工和场地，改变了传统
天地盖制盒模式。

盒的最佳设备。适用于制作电子产品包装盒，各类天地盖礼品盒，可生产
面包边一次完成，加工各种封面皮壳。

型，在生产时只需要将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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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采用全自动天地盒机的送纸原理，性能稳定。
此机器主要适用于一些高要求的精品盒，例如：苹果手机盒；平板电脑；手饰礼品盒；

化妆品盒等高档礼盒，可根据产品与纸盒成型折入机配套使用。
二、YAMAHA
机械手自动将盒胚抓取到您需要的准确位置，定位速度快。
机器特点：
一， 采用全自动天地盒机的送纸原理，性能稳定。
采用摄像头成像定位的原理，定位误差≤
0.15mm

展位号：2A101

酒盒全自动五面压盒机

适用于制作电子产品包装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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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天地盖制盒机
机器特点：

二， YAMAHA 机械手自动将盒胚抓取到您需要的准确位置，定位速度快。
酒盒全自动五面压盒机
采用摄像头成像定位的原理，定位误差≤0.15mm
酒盒全自动五面压盒机 XD-380 型，在生产时只需要将该设备与流水线对接，工人将裱糊好
了的酒盒放在输送带，酒盒就会沿输送带输送至压盒机的输送带上，经压盒机输送带上靠山
自动定位后，设备会自动从输送带上抓盒-套盒-压盒-脱模，整个动作连贯流畅，另外该设
备配备了“双工位压盒机头”若左侧工位在执行压盒操作，则右侧工位执行脱盒，套盒操作，
江阴市迅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压盒效率是普通单头压盒机的“两倍”。压盒结束后的盒会随输送带自动输出，真正实现了“无
人操作”，为顾客大大节约了生产工资成本。

H-600B
H-600B智能精装生产线（可选配）
智能精装生产线（可选配）

H－600B 智能精装生产线可以搭配成型机或皮壳机制作高档精品天地盖纸盒的最佳设备。
H － 600B
智能精装生产线可以搭配成型机或皮壳机制作高档精品天地盖纸

此机器主要适用于一些高要求的精品盒，例如：苹果手机盒；平板电脑；手

酒盒全自动五面压盒机 XD-380
与流水线对接，工人将裱糊好
了的酒盒放在输送带，酒盒就

会沿输送带输送至压盒机的输
送带上，经压盒机输送带上靠
山自动定位后，设备会自动从

输送带上抓盒 - 套盒 - 压盒 - 脱

模，整个动作连贯流畅，另外

该设备配备了“双工位压盒机头”若左侧工位在执行压盒操作，则右侧工位

执行脱盒，套盒操作，压盒效率是普通单头压盒机的“两倍”。压盒结束后

的盒会随输送带自动输出，真正实现了“无人操作”，为顾客大大节约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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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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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新机鸿图印刷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展位号：2A31
胶印机

印刷设备类
西安航天华阳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A63

胶印机
装箱的印刷，并可以为用户提供成套解决方案。

YAD-G 系列 彩色纸箱预印凹版印刷机

玩具箱等包装箱的印刷，并可以为用户提供成套解决方案。

操控实现了智能化，使用简便；
YAD
D-G 系列 彩色纸箱预印凹版印刷机

产品主要适用于包装印刷行业，如饮料、家用电器、烟酒类、化妆品、水果箱、玩具箱等包

产品主要适用于包装印刷行业，如饮料、家用电器、烟酒类、化妆品、水果箱、

适用于大批量彩色纸箱生产；

食品纸容器设备
浙江易扬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A330

高速卷纸管机
高速卷纸管机

100 米每分钟高速自动卷纸管机
100 米每分钟高速自动卷纸管机

EXHIBITS
INFORMATION

展品信息

瑞安市创丰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E04a
纸吸管机

纸吸管机

本机适用于生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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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型和规格的
纸 吸 管， 如 直 径

电脑自动套色，电脑图像监控；

5mm; 6mm; 8mm;

全伺服驱动和全闭环张力控制系统；

用于大批量彩
彩色纸箱生产
产；
适用
操控
控实现了智能
能化，使用简
简便；
生产订单智能管理系统；
电脑
脑自动套色，电脑图像监
监控；
全伺
伺服驱动和全
全闭环张力控
控制系统；
智能远程诊断及维护系统；
生产
产订单智能管
管理系统；
重型箱式气动刮墨刀系统；
智能
能远程诊断及
及维护系统；
预驱动高速不停机接换料；
重型
型箱式气动刮
刮墨刀系统；
预驱
驱动高速不停
停机接换料；
三辊式压印装置，确保整幅宽压印力均匀；
三辊
辊式压印装置
置，确保整幅
幅宽压印力均匀；
油墨适用范围广，特别适合水性油墨的高速印刷
油墨
墨适用范围广
广，特别适合
合水性油墨的高速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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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数控原纸分条机

CNC Paper slitting machines
省时高效。

浙江劲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A70c

纸浆
浆模塑设备
佛山市顺德区致远纸塑设备有限公司

型机
机；燃烧不同
同燃料的烘干
干线；气动、
、油压、气//液增压热压
压整形机；真
真空排水系统
统等
main performance:
Automatic
alignment, automatic edge blowing, automatic edge
correction, automatic circular positioning and automatic unloading
等。

JB-106AS 智能伺服全自动丝网印刷机
刷机，且拥有三项发明专利、五项实用新型专利的业内尖端产品，在确保

半自动、全自动、精品自动一

JB-106AS 是劲豹公司自主研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款智能丝网印刷机，且拥有三
印刷时速度更高达
6000 张 / 小时，是当今纸塑精品包装、陶瓷及玻璃花纸、
项发明专利、五项实用新型专利的业内尖端产品，在确保印品质量要求下全尺寸印刷，速度
可达 5000 张/ 小时，如选择个性化产品印刷时速度更高达 6000 张/ 小时，是当今纸塑精
纺织品转移、金属标牌、塑料薄膜开关、电子电器相关组件等行业的不二
品包装、陶瓷及玻璃花纸、纺织品转移、金属标牌、塑料薄膜开关、电子电器相关组件等行
之选。
业的不二之选。

东莞市长安顺兴五金机械制造厂

two models of machine: single shaft rewinding and two shaft rewinding.

纸浆模塑设备

印品质量要求下全尺寸印刷，速度可达 5000 张 / 小时，如选择个性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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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生产的纸
纸浆模塑设备
备有半自动、
、全自动、精
精品自动一体
体机等不同规
规格不同档次的
我公
展位号：2E02
展位号：2B91
产品
品。最主要的
的有：制浆系
系统设备；伺
伺服电机传动
动的往复式送
送料成型机；湿压翻转式成

JB-106AS 智能伺服全自动丝网印刷机

JB-106AS 是劲豹公司自主研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款智能丝网印

数控原纸分条机有单轴收卷和双轴收卷两种机型。
3. 机身及主要配件采用不锈钢材质，保证产品卫生环保。

我公司生产的纸浆模塑设备有
体机等不同规格不同档次的产
品。最主要的有：制浆系统设
备；伺服电机传动的往复式送

料成型机；湿压翻转式成型机；
燃烧不同燃料的烘干线；气动、

高速数控原纸分条机

数控原纸分条机有单轴收卷和双轴收卷两种机型。
brake

braking model: Manual hydraulic brake and full automatic tension control magnetic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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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er stand：hydraulic stands without axis

Remarks: Difference of single shaft rewinding slitting machine and 2 shaft rewinding sl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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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hine: single shaft rewinding slitting machine is with more convenience for operation,
higher degree of Automation, higher speed, and higher safety.

更高，速度更快，安全性高。

油压、气 / 液增压热压整形机；
真空排水系统等等。

杭州彼特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展位号：2A335

全自动智能纸袋穿绳机

该设备通过高级过程控制系统，实现拎手纸袋制作过程中，剪绳、打卡头、
穿绳等一系列工序的机械自动化，结束了纸袋包装行业人工徒手穿绳时代。
充分提升了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材料耗损率。为企业节约了
大量的人事支出和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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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智能纸袋穿绳机
该设备通过高级过程控制系统，实现拎手纸袋制作过程中，剪绳、打卡头、穿绳等一系列工
序的机械自动化，结束了纸袋包装行业人工徒手穿绳时代。充分提升了生产效率的同时，降
低了生产成本和材料耗损率。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人事支出和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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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

EXHIBITS
INFORMATION

制袋设备类

印前设备类

EXHIBITS
INFORMATION

展品信息
瑞洲智能数控切割机 RZCRT5-2516E

温州正博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B70a

袋王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2A340

上海信奥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A151

广东瑞洲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A115

画线、绘图、文字标注、压痕、半刀切割、全刀切割，一次完成。满足少批量，多订单、
款式的生产目标；可编程的多轴运动控制器，稳定性和操作性达到国内外技木水平；切割
传动系统采用进口直线导轨、齿条、同步带，切割精度完全达到往返原点零误差；软件自
对接软件号码层数，单层使用振动刀切割，多层使用冲切刀切割；友好的高清触摸屏人机
面，操作便捷、简单易学；标准 RJ45 网络数据传输，速度快，传输稳定可靠 适合样品
打样或小件产品生产，尤其适用于相对狭窄的生产空间。广泛应用于制鞋行业、广告印刷
业、电子 行业、装饰行业等

单张式全自动手提袋制袋机 ZB1260SF-450

PIONEER-350 全自动单张式方底纸袋制袋机

DCZ8X
系列平板切割打样系统
DCZ8X 系列平板切割打样系统

瑞洲智能数控切割机 RZCRT5-2516E

进 国 际 先 进 的 生 产 工 艺 和 管 理 体 系。 人 性 化 智 能 操 作 界 面， 结 合 PLC

机

新一代智能切割机头，切割精度更高
新一代智能切割机头，切割精度更高

半刀切割、全刀切割，一次完成。

新 一 代 ZB1260SF-450 单 张 式 全 自 动 手 提 袋 制 袋 机（ 自 主 创 新）， 引
和伺服控制系统，使该机的技术性能和生产效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
单张式全自动手提袋制袋机 ZB1260SF-450

ZB1260SF-450 单张式全自动手提袋制袋机是一台手挽部分为（圆绳、扁绳）
全自动手提袋机，本机可生产三种袋型：
工艺和管理体系。人性化智能操作界面，结合 PLC 和伺服控制系统，使该机的技术性能
新一代 ZB1260SF-450 单张式全自动手提袋制袋机（自主创新），引进国际先进的生产

①手挽制作、贴手挽、折上口（粘贴式）、成筒、成风琴、开底、上胶、封底、
和生产效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 ZB1260SF-450 单张式全自动手提袋制袋机是一台手

♦头卡型式：切纸机切好的头卡，整齐摆放在导轨上，适时添加，不需要停
♦头卡粘贴方式：采用二次交接，两次定位的方式粘贴头卡，头卡准确无误

新一代全新控制系统，切割效率较大提升
新一代全新控制系统，切割效率较大提升

画线、绘图、文字标注、压痕、

满足少批量，多订单、多款式
的生产目标；可编程的多轴运

的和纸张进行精确定位和粘贴

动控制器，稳定性和操作性达

♦头卡粘贴位置：头卡粘贴位置灵活，可以贴在折扣线上方，或者下方，由

到国内外技木水平；切割机传

用户任意选择

①手挽制作、贴手挽、折上口（粘贴式）、成筒、成风琴、开底、上胶、封底、压实成

动系统采用进口直线导轨、齿

③头卡制作、贴头卡、折上口（粘贴式）成筒、成风琴、打孔、开底、上胶、
②手挽制作、贴手挽、成筒、成风琴、开底、上胶、封底、压实成型

到往返原点零误差；软件自动

挽部分为（圆绳、扁绳）全自动手提袋机，本机可生产三种袋型：
压实成型

条、同步带，切割精度完全达

②手挽制作、贴手挽、成筒、成风琴、开底、上胶、封底、压实成型
型

对接软件号码层数，单层使用振动刀切割，多层使用冲切刀切割；友好的高

③头卡制作、贴头卡、折上口（粘贴式）成筒、成风琴、打孔、开底、上胶、封底、压
封底、压实成三种完美工艺。
本机具有伺服切断头卡装置，代替了机械结

清触摸屏人机界面，操作便捷、简单易学；标准 RJ45 网络数据传输，速度快，

构，缩短了调机时间；主、副机伺服单独驱动，减少手挽的浪费；同时圆绳、
实成三种完美工艺。 本机具有伺服切断头卡装置，代替了机械结构，缩短了调机时间；
主、副机伺服单独驱动，减少手挽的浪费；同时圆绳、扁绳智能切换，扩大了业务范围，
扁绳智能切换，扩大了业务范围，满足订单多元化。
满足订单多元化。

传输稳定可靠 适合样品室打样或小件产品生产，尤其适用于相对狭窄的生产

杭州彼特环保包装有限公司

展位号：2A335

全自动智能纸袋穿绳机
全自动智能纸袋穿绳机

温州巨凯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2B230

全自动纸袋机
全自动纸袋机

一次性完成整个袋子的生产，包括手挽部分
一次性完成整个袋子的生产，包括手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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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备通过高级过程控制系统，实现拎手纸袋制作过程中，剪绳、打卡头、
该设备通过高级过程控制系统，实现拎手纸袋制作过程中，剪绳、打卡头、穿绳等一系列工

穿绳等一系列工序的机械自动化，结束了纸袋包装行业人工徒手穿绳时代。
序的机械自动化，结束了纸袋包装行业人工徒手穿绳时代。充分提升了生产效率的同时，降
充分提升了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材料耗损率。为企业节约了

低了生产成本和材料耗损率。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人事支出和成本支出。

大量的人事支出和成本支出。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A135
BK2 高速度数字
字化切割系统

度数字化切割系统可自动高
高速、精准地
地完成全切、半切、雕刻、
、V 型槽、折痕、
BK2 系列高精度
BK2
高速度数字化切割系统

记等工艺，同
同时配备自动
动放料和收料系统，从而快
快速完成下料
料和清料，适
适用于广告标
标识、
标记
B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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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
刷包装等行业
业的打样及小
小批量生产，是真正的材料
料切割全能冠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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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正的材料切割全能冠军。

空间。广泛应用于制鞋行业、广告印刷行业、电子 行业、装饰行业等

宁波经纬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A120
TB03II-1113-RM

小批
批量无刀模生
生产解决方案
案
TB03
3II-1113-RM
M

视觉扫描定位系统
视觉
觉扫描定位系
系统

高精
精度 CCD 摄像
像头，精确定
定位标有定位
位符的各种材
材料，完美套
套准，精准裁
裁切；
高精度 CCD
摄像头，
精确定位标有定位符的各种材料，
完美套准，精准裁切；
自动
动扫描材料边
边缘，进行定
定位裁切；
自动寻边正切
/ 背切
自动
动寻边正切/背
背切

自动扫描材料边缘，进行定位裁切；
送收
收切一体化，完全自动化
化的材料放置和移除使得整
整个生产流程
程最优化。操
操作人员
智能
能收送料系统
统

智能收送料系统
三机
机头多工具组
组合

唯一
一需要做的就
就是将堆叠材
材料送入和拖出托盘；

丰富
富的工具库，可实现异形
形裁切、压痕、多角度开槽
槽、半切等功
功能。
送收切一体化，完全自动化的材料放置和移除使得整个生产流程最优化。操
Cam
mera Registra
ation System
m
High
h-end camera registratio
on system re
ecognizes priinted marks for precise ccontour cuttiing.
作人员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将堆叠材料送入和拖出托盘；
Auto
omatically sccan sheet edges and cut prints precissely.
三机头多工具组合
Shee
et edges autto recognitio
on/cut on back

丰富的工具库，可实现异形裁切、压痕、多角度开槽、半切等功能。
Integrated autom
matic workflow for sheett loading, fin
nishing and unloading.
u
Auto
o Sheet Load
ding Unloading Systems

Triple-tool cutting head
unctions of cut,
c kiss-cut, creasing, mu
ulti-angle V--cut, etc.
Various tools avvailable for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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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

EXHIBITS
INFORMATION
PrintMan 系列
列产品是针对彩
彩盒包装行业单
单张印品研发的
的高精度、自动
动化印刷质量检
检测系统。主要
要用于

检测仪器类

PrinntMan-650S 彩盒
盒单张质量检测
测系统 PrintMMan-650S Sheeet-fed Packagging Inspectiion

EXHIBITS
INFORMATION

纸张类

模切后的药包、日化包、液体包
包、食品包、电
电子包和烟包等
等小张印品的出
出厂质量终检，杜绝废品流出
出，减
人工投入，提升
升质量检测效率
率, 帮助企业提
提升质量管理水
水平，增强企业
业核心竞争力。
少人

展品信息

该系统可适应
应各种承印材料
料，除常见材料
料外，还可适应
应高反光特性材
材料，如金银卡
卡纸、镭射卡纸
纸等。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系统
统可有效检测漏
漏印、脏点、飞
飞墨、套印偏差
差、色差、刀丝
丝、烫金残缺、压凸及上光不
不良等缺陷，并
并可准
确识
识别和检测可变
变数据。

展位号：2A217

Specially develooped for sheet-fed packaging inspection such as phharmaceutical packaging, food
& beeverage packaging, 3C ellectronic prroducts packaaging, cosmetic packaginng etc. Its wide

PrintMan-650S 彩盒单张质量检测系统

adapptability allows accurate inspection of
o highly-refflective mateerials as well as normal ones,
o
for instance
i
goldd and silver paperboard, hoolographic paaperboard, aluminized mateerial and stammping

mateerial.
It is系列产品是针对彩盒包装行业单张印品研发的高精度、自动化印
able to insppect defects like streak line, missinng print, dirrty spot, splash,
PrintMan
mis--registration
n, colour varriation as weell as embosssing defects. What's moree, it can proovide
刷质量检测系统。主要用于模切后的药包、日化包、液体包、食品包、电子
effeective
inspecction and verrification off variable daata.
包和烟包等小张印品的出厂质量终检，杜绝废品流出，减少人工投入，提升

质量检测效率 , 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该系统可适应各种承印材料，除常见材料外，还可适应高反光特性材料，如

金银卡纸、镭射卡纸等。系统可有效检测漏印、脏点、飞墨、套印偏差、色差、
刀丝、烫金残缺、压凸及上光不良等缺陷，并可准确识别和检测可变数据。

中建材轻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BSM-6000 耐破度测定仪

展位号：2E11

浙江一树纸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采用气动夹持试样，触摸屏显示，适用于纸板、瓦楞纸板及其他片状板材耐破度的测定。1、
原纸压纹系列
BSM-6000
耐破度测定仪寸触摸屏控制，开放式结构，自动化程序高，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可
采用最新硬件平台，7
原纸
纸压纹系列 Embossing
E
Series
靠。新一代智能检测设备。
采用气动夹持试样，触摸屏显示，适用于纸板、瓦楞纸板及其他片状板材耐
100％木浆纤维制造，纸张松厚度适中，压纹自然。
100％木浆纤维制
制造，纸张松
松厚度适中，压纹自然。
% virgin pulp
p. Bulky with natural surfa
ace finish.
100%
破度的测定。
2、拥有网络接口，232 接口，USB 接口和 SD 卡接口，选配上位机软件可以通过网络接口连
1、采用最新硬件平台，7 寸触摸屏控制，开放式结构，自动化程序高，操作
接电脑，可以实现远程访问测试速据，自动生成日/月报表等功能，是互联网+新一代智能检
简单方便、安全可靠。新一代智能检测设备。
2、拥有网络接口，232 接口，USB 接口和 SD 卡接口，选配上位机软件可
测设备。
以通过网络接口连接电脑，可以实现远程访问测试速据，自动生成日 / 月报
3、仪器也可直接插
SD 卡保存测试数据（usb 接口和 sd 卡接口 2 选 1，默认开通 sd 卡接口），
表等功能，是互联网
+ 新一代智能检测设备。
3、仪器也可直接插 SD 卡保存测试数据（usb 接口和 sd 卡接口 2 选 1，默
方便速据统计和管理。
认开通 sd 卡接口），方便速据统计和管理。
4、全自动测量，智能判断功能，
测试精准稳定。
4、全自动测量，智能判断功能，
测试精准稳定。
5、热敏高速微型打印机，打印高速、低噪音，无须油墨和色带，使用方便，
5、热敏高速微型打印机，打印高速、低噪音，无须油墨和色带，使用方便，故障率低；
故障率低；
6、机电一体化现代设计理念，结构紧凑，外观美观大方，维修方便。
6、机电一体化现代设计理念，结构紧凑，外观美观大方，维修方便。

东莞市悦声纸业有限公司

卡系列 Cardss Series
色卡
100％木浆纤维制
制造，纸张松
松厚度适中，压纹自然。
% virgin pulp
p. Bulky with natural surfa
ace finish.
101%

展位号：3 号馆

摩登
PrinntingProof 对版
版检测系统 PrintingProof
P
f Inspection System

PrintingProoof 对版检测系统是以 PrintingProof 软件
件为核心，配合
合印刷样扫描设
设备，搭建的一
一套识
电子文件与电子
子文件、电子文
文件与印刷样、印刷样与印刷
刷样之间差异性
性的解决方案。可以用来识别
别印刷
别电
中常
常见的套印不准
准、陷印漏白、脏污、缺损、色差以及文字
字/图形/图像错
错误等缺陷，可
可应用在印刷全
全流程
中，黑稿校对、大
大版校对、签首
首样、印刷抽检
检等环节。系统
统检测效率高，检测精度准，可显著的提升
升用户
工作效率。
的工

c effectiveely proof diggital files, pprinting sampples,
The PrintinggProof Inspection System can
and sample files to control the
t quality in pre-press stage. It cann be used to detect the errrors

• 摩登纸的特殊表面与极

展位号：3 号馆

艺术纸系列

艺术纸系列/art paper

series

花纹纸/PATTERNED PAPER

具质感完美融合，充分体
现了时尚潮流与低调深
沉的现代气息。

• 产品具有优良的加工适
用性：可压痕、折弯、印

展位号：3 号馆

原色试卷纸

原色试卷纸是沿用了本色纸巾的制
造理念，天然环保，本色无漂染，

食品级；纸张平滑度高，印刷效果
出众，纸面视觉舒适，自然柔和；

高雅的原木色，超低的蓝光反射率
和扑面而来的自然香息，将会带来

新星萃 New Super Star
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保护视力，
•新星萃系列经过大胆的工艺革新，2 小时可翻面印刷无搭墨（浅网下机即干）
，绝对快干型
珠光纸。
体贴您的眼睛。
满足各类后道加工需求。并且在后道制作中一改传统触感的硬伤，具有抗
•高白度的超白、冰白色相，使色彩还原更鲜亮饱满。
脏污，防白电，抗刮，易烫金等特点
•高透明度树脂混合下的金属颗粒在纸上更亮、更闪，珠光分布均匀，耐候性好，可长期暴
露在空气中不氧化，金属光泽恒久不变。
• 适用于贺卡，服装吊牌吊卡、
礼盒、名片、品牌钟表首饰、请柬、精装书等。
•新星萃具备印刷不掉粉、挺度极佳、性价比高的综合优势。迅速、稳定供应各类大中小型
订单。
•单双面珠光效果、高低克重配置齐全，满足客户系统性、全天候用纸需求。
装帧布类、花纹布

刷、模切、烫金、击凸等，

东莞市宏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装帧布类、花纹布
装帧布类、花纹布

原色试卷纸
Primary colour paper
原色试卷纸是沿用了本色纸巾的制造理念，天然环保，本色无漂染，食品级；纸
印刷效果出众，纸面视觉舒适，自然柔和；高雅的原木色，超低的蓝光反射率
自然香息，将会带来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保护视力，体贴您的眼睛。
Primary color paper is the use of the original color paper towel manufac
nat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atural color without bleaching and dyein
High smoothness of paper, outstanding printing effect, paper visual comfo
Elegant log color, ultra-low blue light reflectivity and the natural fragrance w
reading experience, protect the vision, and care for your eyes.

东莞伽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摩登 Image Skin
·摩登纸的特殊表面与极具质感完美融合，充分体现了时尚潮流与低调深沉的现代气息。
·产品具有优良的加工适用性：可压痕、折弯、印刷、模切、烫金、击凸等，满足各类后道
加工需求。并且在后道制作中一改传统触感的硬伤，具有抗脏污，防白电，抗刮，易烫金等
特点
·适用于贺卡，服装吊牌吊卡、礼盒、名片、品牌钟表首饰、请柬、精装书等。

展位号：3 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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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九州方圆纸业有限公司

金卡牛皮纸
Gold card kraft paper
金卡牛皮纸产自加拿大，采用全木浆抄造而成，纸张湿强度高，拥有良好的抗
平滑度高，吸墨性能好，上色均匀，颜色稳定，被广泛应用于礼品包装，精品
封等领域。
Gold card kraft paper from Canada, made of full wood pulp, paper with hig
good water resistance, smooth surface, good ink absorption performance, c
color stability, is widely used in gift packaging, fine boxes, paper bags, envel
fields.

宁波市三鹰纸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草香纸

高档的茶叶，礼品盒首饰盒首选

草香纸
高档的茶叶，礼品盒首饰盒首选

迪奥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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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

EXHIBITS
INFORMATION

广东纸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纸张类
深圳市平日联合纸业有限公司

PU 充皮纸 PU Paper
The Skin touched like the peach’s surface, soft and comfortable, it is also like the newly-born
baby’s skin, making smooth. It is formed to this effect by special and perfect coating art.it can
be printed in many colour by UV, without any fingerprint remaining.
The color of the paper can be made according to Pantone. MOQ is 500m
Specification: 787mm*150m/r
低调的奢华，水蜜桃般的表面，手感柔软而舒柔，犹如新生婴儿皮肤一般，浑然天成。特殊
而精湛的涂布工艺铸就这一独特风格。可多色 UV 印刷，表面不留任何手印。
颜纸 Facebloom
可根据客人要求定做颜色，起订量 1000m。
规格：787mm*150m/r

展位号：3 号馆

PU 充皮纸

展位号：3 号馆

颜纸

低调的奢华，水蜜桃般的表面，

司是俄罗斯色楞格纸浆纸

应用领域：礼盒（酒盒、茶叶盒、鞋盒、珠宝盒、化妆品等），手提袋，烟包，证书，台挂
历，书籍封面，文件夹，信封，贺卡、婚庆产品等…
Application Area：Gift Box( Wine Box, Tea Box, Shoe Box, Jewelry Box, Cosmetic Box etc.),
Hand bag, Cigarette Bag, Credential, Desk/Wall Calendar, Book cover, Folder, Envelope,
greeting card, weding card etc.

东莞海辉纸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彩色充皮纸、触感纸、特色珠光纸

展位号：3 号馆

彩色充皮纸、触感纸、特色珠光纸

纸盒用纸样册 160g--450g

证书，台挂历，书籍封面，文件夹，信封，贺卡、婚庆产品等…

/ 纸箱用纸

应用领域：礼盒（酒盒、茶叶盒、鞋盒、珠宝盒、化妆品等），手提袋，烟包，

纸盒
盒用纸样册 160g--450g
包含所有美卡纸的样品及国内外高克重牛卡
/ 涂布牛卡纸样，主要针对纸盒

艺术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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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挽袋、酒盒、茶叶盒、鞋盒、珠宝盒、化妆品等），手提袋，烟包，证书，台
挂历，书籍封面，文件夹，信封，贺卡、婚庆产品等

适用于各种高档包装盒、礼

等，手提袋，烟包，证书，

台挂历，书籍封面，文件夹，

规 格：100g/m2，110g/m2，115g/m2，125g/m2，135g/m2，140g/

上海合和纸业有限公司

艺术纸

盒、鞋盒、珠宝盒、化妆品

箱包装和瓦楞芯纸。产品
星耀 Shining Star

彩色充皮纸、触感纸、特色珠光纸

展位号：3 号馆

贺卡、手挽袋、酒盒、茶叶

点，适合做各种商品的纸

应用领域：礼盒（酒盒、茶叶盒、鞋盒、珠宝盒、化妆品等），手提袋，烟包，证书，台挂
历，书籍封面，文件夹，信封，贺卡、婚庆产品等…
Application Area：Gift Box( Wine Box, Tea Box, Shoe Box, Jewelry Box, Cosmetic Box etc.),
Hand bag, Cigarette Bag, Credential, Desk/Wall Calendar, Book cover, Folder, Envelope,
greeting card, weding card etc.

东莞市祥顺纸业有限公司

大型画册、吊牌、请柬、日历、

撕裂度高，表面均匀的特

可根据客人要求定做颜色，起

展品信息

品盒、首饰盒、笔记本封面、

耐破度高，伸缩率好，抗

面不留任何手印。

彩色充皮纸、触感纸、特色珠光纸

内蒙运筹工贸有限责任公

酸盐法针叶浆制得，具有

特风格。可多色 UV 印刷，表

应用领域：礼盒（酒盒、茶叶盒、鞋盒、珠宝盒、化妆品等），手提袋，烟包，证书，台挂
历，书籍封面，文件夹，信封，贺卡、婚庆产品等…
Application Area：Gift Box( Wine Box, Tea Box, Shoe Box, Jewelry Box, Cosmetic Box etc.),
Hand bag, Cigarette Bag, Credential, Desk/Wall Calendar, Book cover, Folder, Envelope,
greeting card, weding card etc.

展位号：3 号馆

公司牛卡纸采用未漂白硫

而精湛的涂布工艺铸就这一独

绒面纸 Suede Paper

内蒙运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俄罗斯色楞格纸浆纸板联合体在中国销售其牛卡纸的独家总
经销商。该公司牛卡纸采用未漂白硫酸盐法针叶浆制得，具有耐破度高，伸缩率好，抗撕裂
度高，表面均匀的特点，适合做各种商品的纸箱包装和瓦楞芯纸。产品规格：100g/m2，
110g/m2，115g/m2，125g/m2，135g/m2，140g/m2，150g/m2，175g/m2，200g/m2，
纸卷高 420-2350mm，纸卷外径 900-1250mm，纸芯直径 75mm，100mm。 Inner Mongolia
Yunchou Industry and Trade Co., Ltd. is the exclusive agent of Russia's Selenga Pulp Board
Joint Stock Co., Ltd. in China. The kraft paper produced by this company is made of
unbleached sulphate softwood pulp. It’s unbreakable and flexible with great anti-rupture
resistance and even surface, being suitable for producing carton packing and corrugating
medium paper. Product specifications: 100g/m2, 110g/m2, 115g/m2, 125g/m2, 135g/m2,
140g/m2, 150g/m2, 175g/m2, 200g/m2, roll height 420-2350mm, roll diameter
900-1250mm, core diameter 75mm, 100mm.

卡纸的独家总经销商。该

儿皮肤一般，浑然天成。特殊

规格：787mm*150m/r

内蒙古运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板联合体在中国销售其牛

手感柔软而舒柔，犹如新生婴

订量 1000m。

EXHIBITS
INFORMATION

纸张类

信封，贺卡、婚庆产品等

金属纸

m2，150g/m2，175g/m2，200g/m2，纸卷高 420-2350mm，纸卷外径
900-1250mm，纸芯直径 75mm，100mm。

浙江恒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上海一鸿纸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俄罗斯康达伯格新闻纸
纸张呈浅灰色，以磨石磨木浆为原料生产，纸质松轻、有较好的弹性，且吸墨性能好，两面
平滑，不起毛，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适合于高速轮转机印刷。具有 FSC 森林可持续发展
认证。克重：42-55 克。

俄罗斯康达伯格新闻纸

牛皮纸系列
高强 / 伸性制袋牛皮纸（60-250
克）
1 高强/伸性制袋牛皮纸（60-250 克）

纸张呈浅灰色，以磨石磨木浆为

原料生产，纸质松轻、有较好的
包含
含所有美卡纸
纸的样品及国内外高克重牛卡/涂布牛
牛卡纸样，主
主要针对纸盒/
/纸箱用纸

弹性，且吸墨性能好，两面平滑，
不起毛，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

适 合 于 高 速 轮 转 机 印 刷。 具 有

FSC 森林可持续发展认证。克重：
42-55 克。

上海宾高纸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牛卡纸

牛卡纸

食品
品卡纸样册 30g--600g
所有
有的纸样都是
是食品级纸，国内外食品证书齐全

临沂新锦华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进口牛卡纸

进口牛卡纸 imported kraft linerboard

俄罗斯布拉茨克牛卡
纸张颜色呈浅黄色，纸张强度高，防潮性能好，印刷适应性优良，耐折性佳，多用于高档纸
2 进口牛卡（80-450 克）
箱包装，纸袋包装等。
具有 FSC 森林可持续发展认证。
克重：100-275 克。

东莞市永添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特种纸

特种纸
此产品可应用于首饰盒、钟表盒、烟酒盒、贺卡、手挽袋、笔记本、鞋盒、日历、化妆品盒、
眼镜盒、手机盒等包装上。These products can be used in jewelry boxes, watch boxes,
tobacco and wine boxes, greeting cards, hand bags, notebooks, shoe boxes, calendars,
cosmetics boxes, glasses boxes, mobile phone boxes and other packaging.

此产品可应用于首饰盒、钟表盒、烟酒

盒、贺卡、手挽袋、笔记本、鞋盒、日历、
化妆品盒、眼镜盒、手机盒等包装上。

东莞市日泰纸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FSC 防冻食品级牛卡

FSC 防冻食品级
级牛卡
洲 FSC 牛卡纸
纸纸产自瑞典
典，采用全木
木浆抄造而成，通过 FDA，
，QS 等食品
品级认证，可直接
欧洲
接触
触食品，纸张
张耐破、环压
压、耐折、等指标超过美牛
牛，耐高温，耐低温，防
防水好，边渗
渗好
湿强
强度高，拥有
有良好的抗水性能，表面平
平滑度高，吸
吸墨性能好，上色均匀，颜色稳定，被广
泛应
应用于重型纸
纸板纸箱，冷
冷冻箱，纸杯，
，参盒，面碗
碗，礼品包装
装，精品盒，纸袋，信封等领
域。

欧洲 FSC 牛卡纸纸产自瑞典，采用全

木浆抄造而成，通过 FDA，QS 等食
品级认证，可直接接触食品，纸张耐

破、环压、耐折、等指标超过美牛，
3 各系列食品级用纸
耐高温，耐低温，防水好，边渗好，

湿强度高，拥有良好的抗水性能，表
中隔纸
面平滑度高，吸墨性能好，上色均匀，
纸张呈浅黄色，以磨石磨木浆为原料生产，用于五层及以上重型高档纸箱包装。
颜色稳定，被广泛应用于重型纸板纸
具有 FSC 森林可持续发展认证。克重：42-55
克。
箱，冷冻箱，纸杯，参盒，面碗，礼
品包装，精品盒，纸袋，信封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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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FSC 进口黄牛卡
美 FSC 牛卡纸
纸纸产自美国
国，采用全木浆
浆抄造而成，纸张湿强度
度高，拥有良
良好的抗水性能，
欧美
表面
面平滑度高，吸墨性能好，
，上色均匀，颜色稳定，被广泛应用于
被
于礼品包装，精品盒，纸袋，
纸
信封
封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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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

EXHIBITS
INFORMATION

纸张类

EXHIBITS
INFORMATION

耗材及配件类

东莞市新盛绒纸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乐佰得喷涂设备有限公司

彩色高端特种淋膜纸 / 淋膜复膜无纺布

植绒纸

热熔胶机 + 自动吸料器

Lam
minated and Coated Non
nwoven Fabrric 是由纸或无纺布和彩色
色 PET 膜或 OPP 膜经过工艺
质和无纺布底材，适用于包装行业粘合用，具有永久性颜色，表面具有防
处理
理高温复合而
而成，纸质和无纺布底材，
，适用于包装
装行业粘合用
用，具有永久
久性颜色，表面具
有防
防水防油防污
污功能，有很
很强的立体压纹，触感好，
，皮质视觉效
效果。
水防油防污功能，有很强的立体压纹，触感好，皮质视觉效果。

80-600 克纸张植绒纸
80-600

广州市恒瑞无纺布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是由纸或无纺布和彩色
PET复膜无纺布
膜或 OPP
膜经过工艺处理高温复合而成，纸
彩色
色高端特种淋
淋膜纸/淋膜复
：Colorful
Hingh-end
H
S
Speciality
Laaminated Pa
aper/

展位号：3 号馆

植绒纸具有：色泽艳、弹性佳、表面丰满、立体感强
植绒纸具有：色泽艳、弹性佳、表面丰满、立体感强
克纸张植绒纸

展位号：2A230

无缸式热熔胶系统设计用于熔化和

Concept Stream 热熔胶机 + RobaFeed 3 自动吸料器
Concept Stream Hot Melt Unit + RobaFeed 3 Automatic Feeding system

展品信息

池畠商事（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2E23

无缸式热熔胶系统设计用于熔化和泵送颗粒状热塑性粘合剂。系统平缓按需熔胶，因此适用
于高、低耗胶量的应用。由于 Concept Stream 的快速加热特点，仅需 16 分钟便可加热至
160 °C，可以快速用于生产。此外，此熔胶系统可在最小空间内实现高达 8 kg/h 熔胶性能
The tankless hot melt system is designed for melting and pumping of thermoplastic hot melt
in granulate form. It gently melts on demand and therefore is applicable for both high and
low glue consumption applications. Thanks to the fast heat-up time of 16 minutes to 160 °C
the Concept Stream is quickly operational. In addition, the adhesive system achieves a high
melting rate performance of 8 kg/h or 15 kg/h with minimum space.

塚谷直纹模切刀

适 合 于 覆 膜 纸 盒 包 装、 无 纺 布、
PET、PVC 等塑料粘连不易切断的产

泵 送 颗 粒 状 热 塑 性 粘 合 剂。 系 统

品。软刀、中硬刀、硬刀，品种齐全，

平 缓 按 需 熔 胶， 因 此 适 用 于 高、

可满足各种加工需求。刀锋精密加工，

低 耗 胶 量 的 应 用。 由 于 Concept

减少模切的负载。

Stream 的快速加热特点，仅需 16

分钟便可加热至 160 ° C，可以快速
用于生产。此外，此熔胶系统可在

最小空间内实现高达 8 kg/h 熔胶
性能。

东莞市福森纸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 号馆

牛卡

牛卡 - KRAFT LINER
用于包装产品，适用于电子产品包装、食品包装，印刷业等。
用于包装产品，适用于电子产品包装、食品包装，印刷业等。
Used for packaging in electronic packaging, food packaging, printing industry, etc.

Robatech 控制系统
Robatech Control System
乐佰得控制系统非常易用，可立即用于工业 4.0，并且非常灵活。带有直观用户指南的标准
化用户界面、操作和性能数据的记录和评估功能，以及控制平台的模块化结构、易于扩展的
功能范围，共同提高了胶粘剂喷涂的效率和透明度。快速的故障检测、更低的喷胶量和可靠
的监控功能确保提高工艺可靠性。用户可时刻对工艺有清晰掌握：无论是远程、在主机上，
还是在本地熔胶机上。
The Robatech Control System is extremely user-friendly, ready-to-use for Industry 4.0, and
very flexible. The standardized user interface with intuitive user guidance, the acquisition and
evaluation of operating and performance data as well as the modular, easily expandable
scope of functions of the control platform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adhesive application. Fast error detection, reduced adhesive application, and reliable
monitoring functions ensure increased process reliability. Users are always up to date:
remotely, at the host, or locally at the melter.

卷筒卡纸（双灰、白板、铜板、色卡）植绒纸
东莞市泉鸿皮革有限公司

上海宝拿商贸有限公司

金葱纸

模切刀

糊盒机皮带

用，刀身硬度高和更宽的刀锋角度

化一体硫化成型，适用于各行业的轻

展位号：3 号馆

金葱纸 GLITTER PAPER：金葱粉、100 克白卡纸

金葱粉、100 克白卡纸

展位号：2A100

高硬度的刀尖和刀锋使刀具更加耐
让模切过程更加稳定，刀锋经过精
磨抛光处理，有效减少起尘起毛。

上海汉唐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A162

产品为糊箱机专用橡胶平皮带，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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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胶植绒纸

Knam Marketing
Pvt Ltd
瓦楞芯纸 - CORRUGATED MEDIUM

展位号：3 号馆

金葱纸印花：金葱粉印花、100 克白卡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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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宝镰商贸有限公司

SEZON PAPERS PRIVATE LIMITED

最新奥钢 HIP 800 HV

电晕机

独一无二的性能和出色的模切寿命

涂布、喷码、喷油及其他特种行业 , 薄膜、

展位号：3 号馆

瓦楞纸广泛用于包装产品，具有成本低、质量轻、加工易、强度大、等优点，相对环保。
Corrugated medium is widely used in packaging industry. Low cost, light weight, easy
processing, high strength, and Eco-friendly.

Gsm Range from 50-200
Gsm Range from 50-200

SEZON PAPERS PRIVATE LIMITED

展位号：2D356
集所有模切刀优点于一身 :
异常锋利，刀锋抛光处理

刀锋硬度极高，800HV 双重淬火加工
顶峰区
第二区

刀身硬度

800HV
700HV

450HV

上海合粤丰机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2D422

主要应用于印刷、吹膜、复合、涂胶、
板材、铝箔、镀铝膜、纸张及纤维材料

（如：PP、PE、PET、OPP、PS、ABS

等）的表面湿润张力处理。目前，合丰
机械的电晕处理系统采用稳定、先进、
可靠的进口大功率 IGBT 模块器件为主

电路元器件，控制、触发、显示电路的主元器件由集成块电路组成，数码显示，
使其设备运行时十分安全可靠、耐用，故障率低，并具有过压过载、过电流、
短路及停转等自动保护等优点。由于功率器件 IGBT 的使用，产品结构简洁、

电路连线简单、可靠、高效率、小体积、使用简单、一键操作、结构模块化，
维护方便。其高压变压器采用铸压一体成型的铝合金外壳的油浸式高压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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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有外观漂亮，内在散热效果好，经久耐用、不生锈、不漏油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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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

EXHIBITS
INFORMATION

广东新纪源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D408

触感膜

触感膜

耗材及配件类
重庆华西三利包装刀具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2E20

触感膜是一种表面有特殊丝绒光滑，细腻触感的 BOPP 哑光膜。它有着很好的耐刮花性能，
卓越的色泽度，粘合后色调不丢失，在黑红实地或大满版深色上更为鲜艳和柔和。它平滑的
特殊触柔手感，拥有极高的透明度，现已被市场广泛运用于奢侈品包装盒，高级图文等。

触感膜是一种表面有特殊丝绒光

滑，细腻触感的 BOPP 哑光膜。它
有着很好的耐刮花性能， 卓越的色

泽度，粘合后色调不丢失，在黑红

实地或大满版深色上更为鲜艳和柔

奇戈盘刀 0.71x23.80mm
刀身硬度 :HRC44-45；刀刃硬度：大

于 HRC60；弯折 60 度不裂；刀口角度：

42 度；模切复杂形状、PVC、覆膜纸，

耗材及配件类

EXHIBITS
INFORMATION

展品信息

深圳市迈思奇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成大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天地盒纸盒礼盒贴角热熔胶带，贴角纸带，牛皮纸热熔胶带，束带

直线导轨

展位号：5A31

机捆扎纸带，束带机用 OPP 透明带，清分机纸带，扎钞纸带，PET 单双面热

展位号：2D319

熔胶带，PET 彩色热熔胶带，所有产品可定制。

是日本 DH80 的理想替代。

和。它平滑的 特殊触柔手感，拥有
极高的透明度，现已被市场广泛运
用于奢侈品包装盒，高级图文等。

东莞市彩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色环保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廊坊德增隆印刷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东莞市亚兰包装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1 号喷胶
UV 油 覆膜 光油通用胶水

PVC 全新透明料卷 / 板材

模切机飞达头

高级 PP 打包带

低 VOC

10*1220/915*1220/915*1830mm。

展位号：2A68

环保健康，不含有机挥发物，
即喷即贴，环保无公害，粘合
力强，固含量高更节省成本，
粘性维持时间长

广州市弘翔织带有限公司

展位号：2D355

织带系列绳系列

产品系列：织带，丝带，手提绳、
挂历绳、尼龙绳、棉绳、低弹绳、

三股扭绳、金银丝绳、纸绳、人字带、
平纹带等

展位号：2D296

部分 8500 元 / 吨起价 -9000 元 / 吨。

厚 度 0.06-5.00mm； 板 材 规 格：

展位号：2C225
自动送纸，四吸四送

料相信十余年从业的经验改良生

分卷、切片、覆膜、代发货等服务。

HC-999#

高透明的，表面光滑，不粘手，柔韧性好，耐黄变 18 个月以上

放缓，各大厂商已经把焦点转移
润。亚兰包装坚持使用第一手原

常规当天发货，特规加急生产。并有

展位号：2E09

如今国内打包带的发展速度已经
到如何降低配方来获得更高的利

均现货供应，品种多，存量达，货源足。

广东华春热熔胶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A142

产工艺，不断努力将 3000 米环
保带做到无懈可击。

东莞市雅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2E06

食品胶、无苯烟包胶、糊盒胶 礼盒胶
果冻胶 水性糊盒胶系列 水性清漆

富滔（佛山市）塑料科技研究有限公司

展位号：5A03

纸品胶粘剂

本公司产品是专门对纸品使用的改性氨
基树脂胶粘剂，能提高纸板的耐水性。
能与淀粉交联，起架桥作用，在纸板受
潮时，能保护淀粉糊线不受水解，进而
提高纸板的耐水性能。由于粘度稳定性

佳，吃糊量降低及成膜强度提高，可相
对降低纸板的潮软和弯翘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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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

EXHIBITS
INFORMATION

佛山市顺德区富民永锋刀具有限公司

耗材及配件类

耗材及配件类

EXHIBITS
INFORMATION

展品信息

福建省精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聚石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仁和热熔胶有限公司

制品专用锯片

热熔胶机

中空板保温箱

封箱热熔胶

特种材质，特殊加工工艺处理，使

市场中食品包装盒多式多样，各种礼盒包装

性的要求比较高，在高温的水中不会变形，

该胶热稳定性好，粘接强度高，也可用于多种难粘材料粘接。

展位号：2A143

纸品、纸管卷纸切割专用锯片采用

用锯片切割较传统带锯圆刀分切等
切割方式，具有抗磨性强，切割效
率高，切割边，面整齐、光滑无需
后期表面打磨处理，有明显的效益
经济价值。

展位号：2A221

精泰热熔胶机 - 专业包装用胶机制造商

逐渐进入消费者的视线。例如之前一些食品

包装盒都是采用白胶、乳胶等水性胶粘合的，
气味重，有的含有笨等致癌物质。随着消费
都环保意思、安全意识的加热，热熔胶开始

逐渐取代水性胶。因为热熔胶是纯树脂制作

的，环保型，无气无味无毒，粘性强，耐高温。

展位号：2A286

1. 耐热耐冷 : 中空板保温箱对耐热性耐冷
甚至可以用沸水消毒。

展位号：2E22

我公司的包装胶呈块状、粒、片状，根据施工自动化程度分为慢、中、快速胶。

2. 耐用： 具有优越的耐冲击性，重压或撞

击时不易碎裂，不会留下刮痕，可多次使用。
3. 保鲜： 中空板保温箱要比同类产品的透

湿度低数倍，可以更长时间保持事物的新
鲜。

4. 多样性： 针对生活需要设计不同大小、

配着重复使用科技冰袋使用 , 冰袋可以保冷
可以保热。

5. 环保：环保 PP 材料 , 无毒无味、抗紫外

广东昌泰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线、不易变色、可回收利用。

广州派莎克流体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霓达（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宏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烫金材料

纸品胶粘剂

传动、输送皮带

压痕模

韩国 ITW 系列、日本尾池 OIKE、日

导气密封系统，行业品牌技术同比

酰胺片基，在表面材料中使用了

密，持久耐用。

展位号：2C286
烫金纸主要代理品牌有：

本中井 NAKAI、美国 CFC、美国皇冠

CROWN、德国库尔兹 KURZ、金昌泰、

申晖、浙江鑫鑫、宏鑫、晨辉、金穗等，

广泛运用于烟酒包装盒、礼品盒、化妆品包材、文具、皮具等各个不同领域，
在同行产品中一直享有口碑。

昌泰人坚持“ 卓越品质，优质服务 “为核心价值理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合适的产品以及最优质的服务。竭诚欢迎国内外客户来访，或来涵来电咨询
和洽谈业务，携手共创辉煌。

广州市创织美织带有限公司

展位号：2A227

BSK 气动隔膜泵系列使用双陶瓷

技术领先，在恶劣的工作环境及气
源下能保持正常的工作。气阀内部
密封件行业同比减少 40% 左右，
有效控制、减少维护成本和时间。
BSK 针对瓦楞行业开发的专用重

展位号：2A61

由于在张力层中使用了强韧的聚
具有优异耐用性的特殊橡胶，我
们能够实现高速、强劲的驱动和
输送。POLY 皮带被广泛应用于在
众多行业中。

力球隔膜泵系列，在原有优越性能

1. 底模条应用硬塑胶材料，加工精
2. 超薄的聚脂底膜片减小了对啤线
高度的影响。

3. 完美的定位塑胶条保证了对压痕
的高精度质量。

4. 底模条两侧斜边倾斜平滑，避免

纸板形成反压痕，使走纸快速顺畅。

上解决了粘稠性物料输送的难题，
产品稳定性也上升了一个台阶。

展位号：2A130

广州市广盟利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巴尧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达机皮带有限公司

多彩斜纹带

HPB 高点模切钢刀 / 钢线

纸箱机械配件前沿送纸轮

保力皮带

司建立于 2002 年三月 . 现年产量是 10 亿条。

2002 年，一直秉承“诚信求信誉，信誉

展位号：2E17

本公司坐落于浙江温州及美丽花城广州，公

主要销于国内各大城市及国外，意大利 . 马
来西亚 . 南非 .... 等国家。本公司生产成品包

括各种 8 股丝带、四针丝带、PP 带、手提带、
棉纱带、并线、三股绳、K 线等各种织带。
也可来样订做，质量保证，交货及时。本公
司是线带专业制造公司，有丰富的制造和生

产经验，工艺先进，质量先进，质量上乘，

售后服务优良。生产品种适用于各种手提袋、名牌鞋手提袋、订婚糕点袋、礼

品袋等。以上各类手提袋是带“钩手提线带”免打结。现有铁扣、塑料手提扣、
纸绳、编制等等等 ... 本公司以优良的产品、低廉的价格、良好的售后服务奉
献给广大客户，竭诚欢迎用户光临惠顾，愿“创织美”伴随您的事业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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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2A164

广州市广盟利印刷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展位号：2D227

前缘送纸轮用于纸箱包装机械前缘段，是纸箱迅速送入印刷部分

展位号：2B340

求发展”的经营理念，始终坚持“客户
为先，质量为本”的原则，历经十多年
风雨，以齐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专

业的技术培训团队，赢得了广大客户的
支持和信赖，发展成为以培训为基础的

印刷材料及机械供应商。中国印刷行业百强企业多家公司与本公司有着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携手推动印刷行业的发展。

公司经营的设备有裁切整纸系统、纸堆整理机系列、高速裱纸机系列、高速
喷码 / 检品系列、扑克牌 / 卡片生产线、成品机 / 清废机系列。

经营的材料有专业模切刀 / 线、压痕模（线）、海绵胶条、模切辅助工具、
烫金模切钢板等，涉及胶印、凹印及柔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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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

EXHIBITS
INFORMATION

上海佳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D316

封箱、糊盒热熔胶
Hot Melt Adhesive For Carton Closing And Box Sealing

耗材及配件类

应用：
热可塑性热熔胶，用于自动化封箱、封盒等
特性：
胶润湿材料性能好
初粘性高
热稳定性好
流动性好
干净清洁且不宜拉丝
Application:
Designed for automatic carton closing/box sealing.
Features:
Good bonding strength
Fast setting
Hig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resistance
Good flexibility

上海路嘉胶粘剂有限公司

展位号：2A280

软件、自动化类
广州市迅越软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2D70b

检测仪器

封箱、糊盒热熔胶

迅越智连

红外测厚系统、近红外光谱

热可塑性热熔胶，用于自动化封箱、封盒等

奠定了信息化作为智能工厂基础的坚实基石，迅越智连在智能工厂技术集

色差仪、光泽度仪、白度仪、
仪、卤素水分测定仪、红外水
分测定系统、在线水分检测控

制系统、卡尔费休水分仪、浓
度仪、近红外在线测厚系统、

生产线水分检测系统、近红外
水分仪、微波水分仪、纸张水
分仪、荧光检测仪、化工原料

应用：
特性：

胶润湿材料性能好
初粘性高

热稳定性好
流动性好

以 ERP 和 MES 为基因，谙熟印包行业在信息化和自动化连接上的需求，

EXHIBITS
INFORMATION

展品信息

中建材轻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展位号：2E11

智能质量检测工作站数据系统
智能质量检测工作站数据系统

成项目服务中梳理出 8 大纲目，包括：需求引导，效能计算，设备布局，
迅越智连

以 ERP 和 MES 为基因，谙熟印包行业在信息化和自动化连接上的需求，奠定了信息化作为
自动化布局，信息流规划，标准制定，集成实施，验收运营等，为致力于

发展智能工厂的大型印包企业保驾护航，提供专业，优质的技术集成产品
需求引导，效能计算，设备布局，自动化布局，信息流规划，标准制定，集成实施，验收运
智能工厂基础的坚实基石，迅越智连在智能工厂技术集成项目服务中梳理出 8 大纲目，包括：

营等，为致力于发展智能工厂的大型印包企业保驾护航，提供专业，优质的技术集成产品和
和服务。并为中型企业局部自动化改造提供一系列解决方案
服务。并为中型企业局部自动化改造提供一系列解决方案

干净清洁且不宜拉丝

水分仪、稻麦草水分仪、红外
线水份测定仪、 在线纸张定
量仪、取样器等

深圳市同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C284

余姚市宝马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2A225

超防刮花哑膜

超级镜面刀

色标，高耐刮哑膜、高耐刮光膜、耐刮充皮膜、皮纹膜、布纹膜、星光膜、

钢箔、铝箔、PVC 软片、眼镜片、铝电池片模切 , 加工量一般 40 万以内的工件

同都科技 9 年研发新材料，从原材料到机械设计，成功专利产品金银卡纸

星光拉丝膜、耐刮镭射窗口胶片、镭射猫眼膜等 UV 系列包装产品，市场难

镜面处理，刀锋锐利 ，有（<52 度，<42 度，及 <30 度的单刀锋），适合与卡纸、

题是我们解决目标，携手合作，同创未来，欢迎大家光临指导。深圳市天

宝同都科技有限公司实力雄厚，重信用、守合同、保证产品质量，以多品
种经营特色和薄利多销的原则，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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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信息 EXHIBITS
INFORMATION
广州市环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AB-60 全自动卧
卧式打包机

展位号：2A08

其他
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风悦 III

展位号：2A160

全自
自动卧式液压
压打包机主要
要用于压缩白
白卡纸、报纸
纸、牛皮纸、薄膜袋、碎
碎布、塑料等物
降低运输费
料，无需人工捆
捆扎包块，减
减少废物存储
储空间，节约
约达 80％的
的堆放空间，
费用
开勒的风悦
III 产品都体现了我们设计唯美、性能唯强、品质唯坚的产品要求，

AB-60 全自动卧式打包机和人
人工成本。

风悦 III

缩白卡纸、报纸、牛皮纸、薄膜袋、

它在应用场合上全面覆盖，不留死角。在低能耗的情况下带来高覆盖面积率

全自动卧式液压打包机主要用于压

它在应用场合上全面覆盖，不留死角。在低能耗的情况下带来高覆盖面积率的舒

开勒的风悦 III 产品都体现了我们设计唯美、性能唯强、品质唯坚的产品要求，

适自然风，使高大空间环境立即改善，不仅能使人体体感直接降温 3-5 度，还将

的舒适自然风，
使高大空间环境立即改善，不仅能使人体体感直接降温 3-5 度，
带来优异的场地通风和除湿除潮效果！

碎布、塑料等物料，无需人工捆扎

还将带来优异的场地通风和除湿除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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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3B15

永创智能机器人包装生产线

永创智能机器人包装生产线

永创智能机器人，适应场合：满足各种包装产品线，能促进工业技术进步，能减轻劳动强度，
缩减人员配置，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装备，优化生产结构，为企业节约人力、物力、财力，
将为“中国 2025 制造业发展计划”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提升和拓展空间

永创智能机器人，适应场合：满

足各种包装产品线，能促进工业
技术进步，能减轻劳动强度，缩

减人员配置，淘汰落后的生产工
艺和装备，优化生产结构，为企

业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将为“中
国 2025 制造业发展计划”产业
的转型升级带来提升和拓展空间

2020.07.22-24

广东盛世净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D300

显影液处理一体机 SH-X9000
显影废液处理一体机，摆脱传统蒸馏和

显影液处理一体机 SH-X9000
显影废液处理一体机，摆脱传统蒸馏和加化学药剂压滤的传统模式。采用日本最新低温减压
蒸馏方式。在负压情况下 28 度沸腾出蒸汽，蒸汽再转换成蒸馏水，运行功率 1200W.相对传
统 100 度以上高温蒸馏安全性能强，耗电量仅为传统蒸馏的三分之一不到，更重要的是无
任何废气污染.处理过的水，颜色纯净透明达标再生水(达到国家 GB8978-1996 中二级标准排
放要求).本系统实现了高度自动化控制，废液进料，蒸馏运行，浓缩液排渣，缸体和管路清
洗等环节自动连续运行，操作高效便捷！高效处理，达标排放标准，全自动傻瓜式操作，省
钱省心！
！
！

加化学药剂压滤的传统模式。采用日本
最新低温减压蒸馏方式。在负压情况下

28 度沸腾出蒸汽，蒸汽再转换成蒸馏
水，运行功率 1200W. 相对传统 100 度
以上高温蒸馏安全性能强，耗电量仅为

3号馆
2A230

乐佰得喷胶解决方案之
简单、智能的控制
从您所选的位置控制、操作和监测喷涂工艺中的所有功能。乐佰得
控制系统——简化系统集成的最佳方法。www.robatech.cn

传统蒸馏的三分之一不到，更重要的是

无任何废气污染 . 处理过的水，颜色纯
净透明达标再生水 ( 达到国家 GB8978-

1996 中二级标准排放要求 ). 本系统实

现了高度自动化控制，废液进料，蒸馏运行，浓缩液排渣，缸体和管路清
洗等环节自动连续运行，操作高效便捷！高效处理，达标排放标准，全自
动傻瓜式操作，省钱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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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佰得(中国)
7 x 24h 400 863 2500
贴近客户，遍布中国14个办事处

2020.07.22-24
6-IN-1 MEGA EXPO COVERING
THE WHOLE PACKAGING
INDUSTRY CHAIN

六展同期，贯穿包装全产业链
2020年7月22-24日

July 22-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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