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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TREND设计趋势

     TREND 01

光子印刷提供独特的个性化包装技术

将传统打印方法的优点与数字、DataLase 光子打印解决方案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

可以在供应链的最新位置实现完全定制的打印——在那里，它可以提供最高的品牌价值

和消费者相关性。

DataLase 光子印刷销售总监 Eric Ferguson 解释说：“在光子印刷中，使用传统的

印刷方法，如柔版印刷或凹版印刷，使用含有专利 DataLase 激光活性色素的功能涂层

作为补丁。激光系统定位在供应链的最新阶段，填充点或销售点，然后激活该涂层。颜

料在激光照射下会发生变化，产生无墨、高对比度的永久性印品。”

光子印刷提供了许多优势和效率，包括：

增加使用可变数据的灵活性，允许个人消费者个性化导向的活动和增强参与机会；

后期定制包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对趋势 / 市场变化做出更快的反应，定制特定的

信息、时刻或场合；

鼓励消费者积极的可持续性行为；

有效沟通重要信息，如过敏原建议；

增强货架吸引力；

积极影响供应链成本通过 SKU 合理化 - 减少浪费，库存和可变性；

提高预测精度和减少浪费。

该公司潜在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它能够传递个性化的信息，鼓励消费者对回收利用

的行为，推动消费者习惯的改变，并促进对一次性热饮杯的可持续回收利用。

DataLase 的创新 VAReLaseTM 杯解决方案系统于 2019 年 6 月开始试点，该公司已

将可持续性和回收利用视为该技术的主要优势之一。

热饮杯可以在销售点实时个性化。在受到激光照射之前，杯子看起来是空白的。激光

照射会激活杯子材料上的一种色素，然后直接在表面上打印出定制的图案。

DataLase 的市场经理 Laura Rickards 表示：“作为纸杯回收和再利用组织 (PCRRG)

的成员之一，我们渴望利用我们的技术来提高人们对一次性纸杯回收利用的意识，并推动

人们改变行为习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通过鼓励积极的消费者行为，关

闭回收循环，为一次性热饮杯创建一个循环经济，来帮助解决可回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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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趋势DESIGN TREND

TREND 02

包装设计的多感官表达

多感官的包装设计更注重人的心理需求，突破了单

纯的以视觉表达要素为中心所造成的局限性和缺陷，充

分调动了消费者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等感官机能，

让包装传达的信息内容更丰富，表达更直接迅速，实现

包装的最大功效。

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闻到醋的味道时就会有

酸的感觉； 看到火锅店暖色调的装修，就感觉食欲大开，

这说明人的各个感官之间有互通性、互补性。 某种声音、

语言、触感、气味都可以用来传递产品信息，甚至其本

身就可以成为品牌包装的一部分。

包装触觉表达
触觉是指当我们的皮肤承受某种物体的压力，或接

触到某种物体时所获得的感觉经验。 触觉是人类最敏

感、最真实的感觉，是一种零距离接触。

有些触感可以从外观上看出，这称为视触觉，有些

需要皮肤接触后才能感觉，这是触觉质感。在实际生活

中视觉和触觉能够形成通感，视触觉就是主要通过视觉

来表现触觉的感受。很多包装设计中通过图形、色彩和

印刷手段达到对某种质感的模拟设计，让人感受到粗糙、

光滑、坚硬、柔软等质感。

视触觉和真正的触觉通常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视触

觉只是真正的触觉给人一种经验的反映，在包装中合理

地导入可视的触觉信息，可以加深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

欲和认知度。

包装听觉表达
听觉表达信息具有传播快速、限制条件少、获取方

式灵活的优势，它能给包装设计带来更多的独特个性。

声音可以是交互回馈、信息提示、警告、辅助、加强记忆、

分担过载信息等的手段。

例如：我们在很多薯片广告中听到模特痛快地嚼碎

手中的薯片时发出的声音，他们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

我们不光享受松脆的薯片，更享受它在咀嚼时产生的松

脆快感。

直接来表现声音的听觉包装多用在儿童产品中，因

为儿童对新鲜事物非常敏感，所以这类包装通过在外包

装上的声音装置发出音乐声或特定的某种声音来吸引注

意力。

包装嗅觉表达
嗅觉表达具有隐形的特点。某些抽象的信息难以用

视觉语言来表达，却能通过气味来传达。嗅觉的表达分

为：

①直接表达。将产品气味直接附在包装上，常用于

化妆品和香水包装上，还有一些商家通过提取某些物品

的气味，并将提取出的气味融合在胶粘剂或涂料中，做

成书本或样宣，使整个产品包装给消费者留下独特的气

味印象。

②间接表达。通过视嗅觉来表达，每个人都有各自

的与气味相联系的造型和色彩记忆，这些造型和色彩构

成嗅觉信息，设计时可以将这些嗅觉信息转化为图形和

色彩来表达，这类设计与视觉表达紧密相融。

包装味觉表达
味觉是一种直接体验，但一般未售出的产品无法直

接品尝，所以味觉传达的方式主要是靠色彩、图案和造

型产生的通感完成，通过视觉刺激大脑神经，再通过大

脑神经形成味觉。包装的味觉分为两个层面：

①口感指咀嚼的感受，如松软、坚硬、松脆、顺滑等，

主要受视觉影响。例如： 用曲线来表现顺滑感的食品；

用圆和椭圆来表现糕点、蜜饯等食品；用方形、三角形

图案来表现冰、硬、脆、干的食品。

②舌感受嗅觉影响较大，甜、酸、咸、辣等属于舌

感范围。好的包装设计是将口感和舌感相结合，使消费

者产生良好的联想和预期。

人的触觉、味觉、听觉、嗅觉和视觉一样都是审美

器官，都能够产生美的感受，它们都是包装设计的利器，

共同用新的视觉语言塑造着产品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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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TREND设计趋势

TREND 03

TREND 04

具有“高度”的啤酒

非接触式 NFC 标签为物联网提供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 Kirin 啤酒公司 Lion 生产的 Kosciuszko 淡啤将在其罐装产品中加入热变

色油墨，以纪念其有史以来首次推出的营销活动“啤酒与海拔”。

该公司称，这种罐装啤酒将有两种设计，一种是滑雪板，另一种是滑雪者，当罐装

啤酒的温度达到 4 摄氏度时，颜色就会改变，这是品尝 Kosciuszko 淡色啤酒的最佳温度。

罐上的艺术品是由 Energi 制作的。

Lion 的工艺品牌总监 Malcolm Eadie 说：“从新的创意活动到易拉罐，Kosciuszko

浓缩了雪山的精神，尤其是在山坡和山坡上的冒险和乐趣。我们看到许多饮酒者在经过

漫长的一天的登山后，都在享用这些新的饮料罐。”

“Kosciuszko 淡啤仍在酒吧和酒吧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希望看到新的饮酒者和该

品牌的忠实粉丝都能采用这种形式。”他补充道。

Kosciuszko 淡啤的受欢迎程度持续增长，每年在全国的销量接近 400 万升。

精酿啤酒继续采用罐装作为他们的首选包装形式，对于这款产品，我们想要用创新

的打印技术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它将帮助饮酒者了解他们的 Kosciuszko 何时处于最佳

饮用温度，并确保一年四季都能享受到啤酒清爽爽口的特性。

Identiv 和 Les Bouchages Delage 为葡萄酒和烈酒行业的近

场通信 (NFC) 连接瓶提供物联网 (IoT) 解决方案。

这两家公司最初是在合作开发一款 NFC 智能瓶盖时开始合作

的，这款瓶盖是为 luxury cognac 品牌设计的。现在，这两家公司

正在扩大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为 Les Bouchages Delag 瓶盖的

各种设计配备 NFC 技术。

在 luxury cognac 项目中，Identiv 和 Les Bouchages Delage

在所有酒瓶的软木塞中加入了非接触式 NFC 标签。只要把移动设

备放在软木塞上，消费者就可以注册购买，并成为一个私人俱乐部

的会员，可以为消费者提供独家内容、独特体验和个性化服务。

Identiv 开发了一种定制的 NFC 标签设计，可以满足各种瓶

盖要求，包括在复杂的金属环境中的高性能、在小标签尺寸的

Apple®iOS 和 Android ™移动设备上具有出色的持久性和可读性，

并 100% 测试、保护、编码和锁定可变数据。

据 Les Bouchages Delage 公司介绍，凭借其在封闭设计和

生产方面的专业知识，该公司为标签嵌入提供了最可靠的工业生

产流程，确保了最大限度的射频识别 (RFID) 性能和奢侈品牌的质

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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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胜组合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Krones, Cargill's New Edible Oil Production Line in Sydney Became the most Efficient in North America.

A Winning Combination

在当你想到嘉吉时，你很可能不会想到食用油而是谷物。同样地，说起克朗斯生产线，人们更多地想到啤酒和饮料，而不是植物油。但嘉

吉和克朗斯已同心协力，正在市场上产生巨大影响。据嘉吉北美工程经理 Alex Miller 称，他们在俄亥俄州悉尼的新食用油生产线现在是

北美最有效的生产线。

凭借广泛的产品，嘉吉集团的业务触及全球超过 125 个国

家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从原材料到食品、饮料、动物营养

再到金融服务，嘉吉已渗透进各个领域。2016 年，嘉吉

出售了调味品、酱料和蛋黄酱业务，为扩大其食用油生产

能力腾出空间。由于嘉吉现有的食用油产线不是真正的统

包解决方案，而是来自不同供应商的机械结合，因此悉尼

工厂需要新的设备。虽然该生产线投入使用时间仅有几年，

但嘉吉很快意识到它无法跟上嘉吉的生产节奏，也无法满

足大型零售商、餐馆和食品经销商的供货需求。

此时，嘉吉需要的是一个整套承包系统，其中包括 PET 吹

塑机、充填机、贴标机和包装机，所有这些设备都来自同

一供应商。由于嘉吉生产团队中的一些成员熟悉克朗斯设

备的质量和效率，这使其成为早期最受欢迎的设备。如果

只在克朗斯和其他供应商之间选择，那克朗斯占上风。嘉

吉运营总监 Luke Schwieterman 表示，选择克朗斯的决定因素是其能够提供强大的本地服务支持。“克朗

斯在美国的发展足迹良好，是我见过的本地化支持能力最强的公司。”他说。一旦选择了克朗斯，其将努

力满足嘉吉的高标准实施和安全性。

“我们对待任何项目的目标都是：及时、符合预算、按计划执行。”Alex Miller 说道。“很多时候很难同时

满足这三个条件，但在这个项目中确实做到了。我们计划在 14 个月内完成第一批瓶子的生产。我们迟了

一天。所以，我会说我们做到了准时交付！”

令人满意的接受率
在 2017 年 7 月投入试用后，该统包生产线在第一次尝试中达到了惊人的 98.6% 接受率，这给 Miller 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朗斯提供的安装团队是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合作过的最好的团队。”他说。“他们非

常的及时并且非常专业。我们生产完第一批瓶子七周后，我们的接受率达到了 98%。”

图 1 在 2017 年 7 月投入使用后，统包生产线
在第一次尝试时达到了 98.6% 的显著接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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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朗 斯 的 统 包 解 决 方 案 包 括 Contiform Bloc 和 由

Robogrip 机器人包装机和码垛机支持的 Variopac Pro 包

装机。

Contiform Bloc 由预成型件输送机、PET 瓶吹塑机和单段

的充填机组成，比传统安装的吹塑机和单独的充填机减少

了 30% 的空间。无缝传动概念和精细调整的传输接口确

保了整个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克朗斯的服务合乎水准
Rich Szima 是克朗斯生产线的操作员组长，他表示对德

国的工厂验收测试（FAT）印象深刻。“克朗斯的组织方

式给我带来了一次奇妙的体验。”他说：“从安装到产品

传送进这个小型设备，这些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Luke 

Schwieterman 补充道：“对于我们现在拥有的最复杂的生

产线来说，这是最简单的生产线安装。”

Szima 也对他和他的团队接受有关该系统的培训水平及其

简易操作表示了惊叹。“克朗斯设备的启动和培训太不可思

议了。培训教会我们如何运行完全不同的设备。”他说。“当

出现故障时，系统会显示错误以及如何解决问题。我从来

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非常神奇。”

嘉吉团队还对克朗斯提供的紧急服务表示赞赏。2017 年，

当嘉吉配备这个设施时，它们便对克朗斯起到了决定性的

作用，并且从此以后不断超越其预期。“这些设施太独特

了。”Szima 说。“他们的技术人员本地服务速度很快。真

的是一个出色的合伙伙伴。”

竞争优势
现场主管 Mickey Hamer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配合克朗斯设备工作，当时他为大型调味

品制造商运营贴标生产线。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并且对克朗斯如何凭借他们的技术保持领

先地位印象深刻。“充填机的准确性令人惊叹！”他说。“而且还能够以我们需要的速度运行。

克朗斯真的做得太出色了。”

图 3 “对于我们所拥有的最复杂生产
线来说，这是最为简单的生产线安装方
式。”Luke Schwieterman 解释。

图 2  多功能 Variopac Pro 为工厂提供了
广泛的包装选择，而 Robogrip 则增强了
托盘包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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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lex Miller 的说法，嘉吉的许多客户都希望从一家供

应商处购买各种尺寸的产品。这就需要灵活性，以便他们可

以提供所有主要尺寸和容量选择。克朗斯新的统包生产线使

他们不仅能够满足这些客户的需求，而且能够快速完成、精

确填充且质量始终如一。“我们计算过，使用该设备，我们

的生产速度可以比竞争对手快 30%~50%。”Miller 说。“这

种能力为企业的扩张提供了很多选择。”

由于生产线的准确性和效率，带来了另一个好处便是减少了

废料。据 Szima 称，生产浪费保持在 3%~7% 之间。

凭借克朗斯的新生产线，嘉吉为未来高效、经济的生产铺平

了道路。Schwieterman 说：“不久我就要投入另一条克朗

斯生产线。”

选择 Contiform Bloc
嘉吉用于植物油的 PET 生产线是一种统包解决方案，其中包括 Contiform 3 Pro 吹塑机、

Modufill NWJ 充填机、带有用于预切标签的 Canmatic 标站的 Prontomodul 贴标机和

Variopac Pro 包装机。吹塑机和充填机直接集成在 Contiform Bloc 中。该分段系统专为

提高效率而设计，结构紧凑，与同类单机配置相比，占地面积减少了 30%。

Contiform Bloc 具备多功能性，能够以 8,000~81,000 bph 的速度加工轻质瓶子和圆形、

方形及矩形容器。生产的瓶子是不可回收的 PET 材料，容积高达 3.5L，可用于水、软饮料、

食用油、啤酒、葡萄酒和热或冷番茄酱的包装容器。

粘稠产品填充 - Modufill NWJ
Modufill NWJ 专为填充食用油、调味汁和其他粘稠产品而设计。无论产品的特性如何，

机器都使用称重传感器来保证准确的填充量。专门设计的阀门可防止滴漏，有助于节省资

金并确保工作场所的清洁。全自动 CIP 和 SIP 工艺以及可选的洁净室设计，带有自动泡

沫清洁系统或瓶盖处理，确保 Modulfill NWJ 满足最高的卫生要求。

图 4 Modufill NWJ 专为填充食用油、调
味汁和其他粘稠产品而设计。“充填机
的准确性令人惊叹。”Mickey Hamer 称。

关键词：嘉吉，克朗斯，食用油，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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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制”啤酒瓶时代要来了？

The era of paper beer bottles has arrived？
In Response to Consumers' Concerns about Sustainability, Major Beer Brands have Mad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Decisions in 

Recent Years to Develop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Sustainable Beer Packaging.

为了迎合消费者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忧，近几年，各大啤酒品牌纷纷

做出环保决定，开发出更环保、可持续性的啤酒包装。

近日，在 C40 全球市长峰会上，嘉士伯揭晓了“绿色纤维瓶”的两

个最新研究原型，至此，全球首个装啤酒的“纸瓶”公诸于世。据

嘉士伯的表述，他们研发的这种绿色纤维瓶是第一个装啤酒的“纸

瓶子”。

 

这种啤酒瓶是用 100% 生物基、完全可回收的可持续来源木纤维

制成的。瓶子里面的隔层设计满足了装啤酒的要求。据了解，这

两个原型一个使用的是再生 PET 聚合物薄膜隔层，另一个采用了

100% 生物基 PEF 聚合物薄膜隔层。

 

这些原型将用于测试隔层技术，帮助嘉士伯更快打造出一种解决方

案，实现无聚合物 100% 生物基酒瓶的最终目标。

嘉士伯集团发展副总裁 Myriam Shingleton 表示 :“我们在所有的包

装形式上都在不断创新，我们对目前在绿色纤维瓶上取得的进展感

到满意。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但这两款原型瓶是我

们朝着实现将这一突破推向市场的最终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创新

需要时间，我们将会一直与行业领先专家合作，克服剩余的技术挑

战。”

 

这些最新进展代表嘉士伯在不断推进可持续包装的创新，也是其

可持续发展计划“一起奔向零”(Together Towards ZERO) 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承诺到 2030 年实现酒厂零碳排放以及将整

个价值链的碳足迹减少 30%。而在去年，嘉士伯还推出了 Snap 

Pack，这是一种将罐装啤酒粘合在一起的技术，可以将传统的多

包装啤酒中使用的塑料量减少至多 76%。

此外，嘉士伯还宣布将与其他全球领先企业密切合作，借助纸瓶技

术的不断进步来推动可持续包装的发展。

 

其实，早在 2015 年，嘉士伯就与纸瓶公司 EcoXpac、包装公司

BillerudKorsnas 以及丹麦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启动了这个项

目，着手开发这种由可持续来源的木材纤维制成的瓶子。在各方的

共同努力下，BillerudKorsnas 与专业包装瓶制造公司阿普 (Alpla)

合资成立了纸瓶公司 Paboco®。

 

如今，可口可乐公司、The Absolut Company 和欧莱雅也将与嘉

士伯一起加入 Paboco® 今天推出的纸瓶社区。该社区将有着相同

愿景的全球领先企业和专家团结在一起，共同推进可持续包装，在

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纸制瓶酒瓶，塑料，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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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包装箱机助力实现高速灵活生产

Thanks to the Comprehensive Functional Design of GEBO CERMEX's Wrapped Mechanization Program, 

Royal Friesland Thailand has Achieved an Excellent Production Speed of Over 500 Bottles/min.

Packing Machine to Achieve High Speed 
Flexible Production

全球乳制品巨头荷兰皇家菲仕兰旗下泰国分公司再次与致博希迈合作：安装富有成本效益的高效生产线终端解

决方案，处理形状复杂的新款 Foremost 塑料瓶。得益于裹包式机械化方案全面的功能设计，该公司实现了极佳

的生产速度，达到 500 多瓶 / 分钟。

荷兰皇家菲仕兰是全球最大的乳制品企业之一，在欧洲、亚洲和非洲设有分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乳品饮料、

婴儿营养品和奶酪等消费品。旗下泰国分公司年牛奶产量达到惊人的 3 亿吨。Foremost 是当地著名的乳品品牌，

其系列产品在市场上颇为畅销。泰国分公司的三榕（Samrong）工厂，有一条专门生产新形Foremost瓶的生产线；

为满足生产需要，他们需要添置外包装设备，以实现高速可靠的生产，尽可能降低总拥有成本（TCO）。

一周内上线投产
致博希迈提供全面的裹包装箱机械化方案，输送过程可轻

柔平顺地处理内包装，而且具备丰富的外包装知识和机械

化专业技术经验。公司全球设备装机量超过 1200 台，是

物料搬运领域的理想合作伙伴。谈到为何将致博希迈作为

首选供应商时，三榕（Samrong）工厂团队表示，在购买

和安装过程的各个阶段，致博希迈提供了高度规范化的专

业支持：“首先，他们通过内部测试帮助我们检验了不同的

包装瓶型，这样我们就可保证三榕生产厂接收到的设备能‘即

插即用’，达到我们需要的效果，迅速安装投产。之所以选

择致博希迈，就是因为市场上只有这家制造商的设备可在

一周内达到我们期望的性能。”

在整个安装过程提供卓越技术支持
荷兰皇家菲仕兰泰国分公司与致博希迈有着长久的业务联系，10 年前就在同一工厂为一条易拉罐生产线安装了

致博希迈裹包装箱机，生产效果令他们非常满意；而且设备异常可靠耐用，至今仍在使用。良好的合作经验让

客户更有信心，这个项目自然会考虑到致博希迈。合同前期阶段，致博希迈团队帮助客户确定了符合目标需要

的最佳技术解决方案和设备布局，以及极为规范的专业调试方案，团队在生产线工程和物料搬运方面所展现出



CASE STUDY应用案例

2019年11月 世界包装博览  PACKAGING UPDATE 11

的核心竞争力，促使客户最终做出了购买决定。荷兰皇家菲

仕兰泰国团队表示：“整个过程中，致博希迈提供了有力的技

术支持，对此我们深表谢意。像我们这样的大工厂，新生产

线运行中总会出现很多预先无法控制的问题。但是，致博希

迈团队在服务上极其灵活，展现出高度的专业水准。他们真

正愿意帮助我们，这是生产线成功启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出色的性能
这家泰国乳制品公司认识到，相比传统“标准开槽箱”（RSC），

选择环绕式纸板坯有助于优化生产线终端设备的生产成本，

从而实现外包装成本降低 30% 以上的目标。为此，荷兰皇家

菲仕兰泰国分公司选择了裹包装箱机及包装瓶分道器和传送

带；分道器位于装箱机进给区域，可非常灵活地将产品流从单通道分成多达八个通道（具体取决于包装瓶规格）；

传送带可将该解决方案与生产线上下游衔接。这种生产配置可确保 500 多瓶 / 分钟的异形瓶超高生产速度，相

当于 24 箱 / 分钟。 

不断创新 
WB46 是致博希迈裹包装箱解决方案系列产品的最新成员。该设备有着非常出色的灵活性、卫生性和人体工学

设计，可满足从食品饮料到医药产品，乃至家居和个人护理产品等众多行业生产商的生产需要。

关键词：裹包装箱机，高速，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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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Solution of Soft Paper Drawing 
Single Packaging Machine

软抽纸单包机的创新解决方案

Delta's soft paper-drawing single-package machine solution helps the soft packaging machine to complete the task of 

paper-drawing packaging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ly, and also ensures the user-friendly operation and high timeliness 

when replacing products.

卫生纸巾一直是生活中的必需品，随着人们对生活品

质要求的提高，对于抽纸的使用量亦持续提高。针对

软包装纸巾制造厂生产压力加大的情况，台达提供了

软抽纸单包机解决方案，帮助软包装机更快、更精准

地完成抽纸包装任务，同时也保证了更换产品时的操

作人性化和高时效性。

项目方案
软抽纸单包机主要由理料段、推纸和拖纸段，以及下

折纸、插角、梳纸、中封、托膜、拉膜断膜、中送折

边和两边侧封出料段组成。

台达为客户打造的软抽纸单包机解决方案，主要包

括：多轴运动控制器 DVP-50MC 系列、交流伺服驱

动器 ASDA-A2-E 系列、小型泛用无感测向量变频器

VFD-EL、人机界面（HMI）DOP-B 系列以及模组扩

充温度控制器 DTC1000 等先进工业自动化产品，达

到了在高速下更高精度的包装效果。

方 案 中，EtherCAT 总 线 运 动 控 制 器 DVP-50MC

系列是台达近来推出的高品质运动控制器，内建

EtherCAT、Ethernet、CANopen、RS232/RS485

等网络通讯接口，可快速、准确、高效的传输数据；

支持 BufferMode 功能，指令与指令之间可以实现无

缝连接；支持 Jerk 功能，使运行曲线更平滑；运动

指令符合 PLCopen 2.0，EtherCAT 通讯口可支持 32

轴同步，响应时间只需 1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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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款高机能型交流伺服驱动器 ASDA-A2 系列则是台

达为满足设备开发商和系统集成商对于精准定位控制的

高性能要求而推出的产品，内置 PR 控制模式，有丰富

的总线通讯结构，支持多种轴控操作需求，能够取代部

分中型 PLC 的 Motion 功能；内含电子凸轮功能（CAM 

function），便利机台之行程规划；ASDA-A2 符合新型

化的伺服产品发展，速度循环的响应频率为 1kHz，搭配

20-bit 分辨率编码器，提供精准定位及平顺控制特色。

在此方案中，运动控制器 DVP-50MC11T 和伺服驱动器

ASDA-A2-E 系列，充分利用 EtherCAT 总线协议的优异

性能，保证了每个轴之间的同步时间偏差在微秒级别，

通过总线形成的超高速回路在控制 24 个伺服时同步周期

1ms，远远超过 CANopen 总线的 8ms，保证了机器运行

效率。

同时方案还实现了色标修模。通过总线色标位置抓取膜

轴停止位置计算后，进行色标补偿，亦可补偿打滑等情

况，精度在 +1mm 和 -1mm 以内；模组扩充温度控制器

DTC1000 采取导轨式安装，既美观又方便；DTC1000

可与触摸屏直接通信，节省开发时间，同时也具有独立稳

定的 PID 调节能力。

项目总结
通过采用台达解决方案，软抽纸单包机可以达到 120 包 / 分钟

的高速动作，并且运行平稳，噪声小；同时包装机的运行效

率和精度也很高，误差 ±1mm；自动理料系统可实现防空包

检测，大幅节省了人力和材料成本；上下游设备通讯顺畅，

实现了整线自动化生产。整个解决方案满足了软抽纸单包机

自动化程度高、系统稳定的要求，保证机器在高速下更高精

度的包装效果，也使操作更加人性化，满足时效性要求。

关键词：单包机，自动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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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Control Brings New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and Packaging Industry

高效控制 助推印包产业新发展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ckhoff, XuGao's press control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to a very high standard, effectively ensuring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including tension control, transmission and color registration. In the future, xiguo will focus on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continue the cooperation with Beckhoff.

他，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物理系，工作于中科院电子

所，参与国家多个大型项目的系统搭建，并于 2010-

2012 年间成功研发我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电子轴印刷机，打破了该领域的空白。他就是巫海荣，

江阴旭高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高）董事长。

敢闯敢拼 铸就行业典范
不凡的经历和积累，赋予了巫海荣强大的技术创新能

力，更赋予了其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在巫海荣的带

领下，成立于 2015 年的旭高仅不到 4 年时间就交出

一份傲人的答卷，先后推出了 XG-LM 无溶剂复合机、

HGF-T6 高速分切机和 XG-SM 电子轴凹版水墨印刷

机。每一款设备都经历颠覆性创新，突破了该领域的

技术瓶颈，使设备性能大幅提升，是对本领域技术发

展和行业进步有着重要意义的典范之作。

其中，XG-LM 无溶剂复合机不使用溶剂，张力控制

精准，传动机构稳定可靠，复合速度达 400m/min；

HGF-T6 高速分切机使用 4 电机控制技术，节能效果

尤为突出；XG-SM 电子轴凹版水墨印刷机，采用了

自主研发的节能环保加热烘箱，达到了水墨印刷烘干

的要求，从一个全新的思路实现了印机烘干系统的创

新，同时兼顾节能环保，更集数字化、高速化和智能

化等优点于一身。

可靠控制 打造坚实后盾
“3 年多来，旭高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信任和青睐，也

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成绩背后有旭高团队的不懈努力，

但也离不开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巫总谦虚的表示。

“熟悉印刷的同仁一定都了解，张力控制系统和传动系

统是决定设备性能的关键因素，而倍福作为旭高最信

赖的合作伙伴之一，完全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提

到倍福，巫总感慨良多。

倍福 CX5140 系列产品



CASE STUDY应用案例

2019年11月 世界包装博览  PACKAGING UPDATE 15

据介绍，巫总与倍福结缘于十年前。倍福产品卓越的

品质、出色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给巫总留下印象深刻；

及时全面的技术支持，以及便利的采购条件，更赢得

了巫总的信任。自此在他设计、研发和生产的设备中

总少不了倍福的身影，尤其是2015年，旭高成立以后，

凡旭高出品倍福必为标配。而倍福也不负所望，为旭

高三大类产品高效、可靠的运行提供了最坚实的后盾。

极速控制 实现完美印刷
除张力控制系统和传动系统外，在印刷机中还有一个

能直接影响印刷效果的控制系统，即套色系统。套色

系统又名套色控制系统，是在工业控制计算机统一指

挥下，由各颜色微电脑数字控制板对套色光电扫描器

的输出信号进行分析、判断，并按照计算出的套色误

差对套色补偿电机进行控制，从而实现快速、准确的

套印控制。由此可知，套色系统的精准控制于印刷品

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旭高新面市的 XG-SM 电子

轴凹版水墨印刷机中，采用了倍福特有的XFC技术（极

速控制技术）。

XFC 技术基于高效的控制和通讯架构，包括高性能

工业 PC、带有实时特性的超高速 I/O 端子模块、

EtherCAT 高速工业以太网和 TwinCAT 自动化软件。

采用 XFC 技术，可以实现 I/O 响应时间 ≤ 100 μs。

该技术代表着一种速度极快且时间确定性极高的控制

技术。它包括控制领域所涉及的所有硬件和软件组

件：优化的输入输出组件，可高精度检测信号或使任

务初始化；超高速 EtherCAT 通讯网络；高性能工业 

PC；整合所有系统组件的 TwinCAT 自动化软件。

XFC 技术为旭高提供了一套全新理念的高速控制解决

方案，利用极速控制，实现了控制性能的全面提升，

进而呈现更完美的印刷效果。

未来可期 共绘智能蓝图
谈到未来发展，巫总明确表示：“通过与倍福的合作，

旭高印刷机的控制系统已达到极高标准，能有力确保

系统高效运行，包括张力控制、传动以及套色系统。

而未来，我们将以智能化作为研发重点，例如自动上

下料、智能小车和大数据等。” 

倍福作为全球知名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解决方案供应

商，拥有多样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产品和丰富的行业应

用经验，自然能够为旭高的智能化之路提供更多有价

值的建议和解决方案。而巫总也希望在旭高的智能化

之路上继续与倍福紧密合作，携手前行，绘制更美好

的智能蓝图，推进印刷包装产业新发展。

倍福特有的 XFC 技术（极速控制技术）

关键词：印刷包装，高效控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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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工业自动化、智

能化的升级，大数据的广泛使用以及 5G 网络的推广，

智慧交通和物流、智能制造和新零售、资产仓储管理、

鞋服数字化管理以及航空行李智能化管理等都得到快

速发展，智慧生态链相关产品也越来越多的走进人们

的生活。

作为智能化进程中物联网环节重要的信息载体，RFID

在各个领域助力生态链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同时，也迎

来了自身产业的蓬勃发展。

全球最大的超高频无线射频识别合作伙伴艾利丹尼森

近期正式启用了其在中国的首个 I.Lab 智能标签解决

方案体验中心，以便进一步推广和探索智能标签 RFID

应用的未来发展机会。

本文主要介绍 RFID 标签及其性能特点，以及 RFID 标

签复合加工应用情况。

RFID 是 无 线 射 频 标 签 的 简 称，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它直接继承了雷达的概念，并由此发

展出的一种生机勃勃的 AIDC（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

新技术——RFID 技术。该技术在阅读器和 RFID 标签

之间进行非接触双向数据传输，以达到目标识别和数

据交换的目的。

与传统的条型码、磁卡及 IC 卡相比，RFID 标签的优

点有：阅读速度快；非接触性；无磨损；不受环境影响；

寿命长；防冲突；能同时处理多张卡片；信息唯一；

识别无需人工干涉等。

RFID 标签的工作原理
阅读器通过发射天线，发送一定频率的射频信号，当

RFID 标签进入发射天线工作区域时会产生感应电流，

获得能量被激活。RFID 标签将自身编码等信息通过

内置发送天线发送出去，系统接收天线接收到从 RFID

标签发送来的载波信号，经天线调节器传送到阅读器，

阅读器对接收的信号进行解调和解码，然后送到后

台主系统进行相关处理，主系统根据逻辑运算判断该

RFID 的合法性，针对不同的设定做出相应的处理和控

制，发出指令信号，控制执行机构动作。

RFID 标签的分类
按载波频率分为低频标签、高频标签、超高标签和微

波标签。低频系统主要用于短距离、低成本的应用中。

高频系统应用于需要较长的读写距离和高读写速度的

场合，常见应用中以高频和超高频为主。

RFID 标签通常是由“可印刷的面材 + 芯片 + 天线 + 胶

水 + 离型底纸”组成。其中，RFID 标签中天线和芯片

的组合通常称为 Inlay，结构组成如图 1。

RFID 标签及加工应用浅谈

RFID Tags and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As an Important Information Carrier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 the Process of Intelligentization, RFID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cological Chain in Various Fields, 

but also Ushered in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ts Ow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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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是 RFID 标签的核心技术。芯片的封装是 RFID

标签制作必不可少的步骤。封装是通过专用设备把芯

片用导电胶水粘到天线上，分为间接封装和直接封装

两种。

RFID 标签的复合加工工艺
封装好的 Inlay 产品，需在专用设备上进行复合、模

切加工，进一步转化为 RFID 标签。又分为干 Inlay 和

湿 Inlay 两种类型，其中干 Inlay 工艺流程如下。

1. 卷装 Inlay 放卷后，和转移胶带或空白的离型底纸

进行第一步复合，其中转移胶带为上下两层不同离型

力大小的格拉辛底纸，中间夹着不干胶胶水层，复合

前需剥离掉低离型力的底纸，而空白的离型底纸需涂

布热熔胶，Inlay 也会根据工艺需要进行切片。

2. 复合可印刷 / 打印的面标。

3. 经过模切加工，检测收卷包装为 RFID 标签。

而湿 Inlay，顾名思义，Inlay 本身是附在离型底纸上

带有胶水的“Label”，复合过程中不需要再使用胶膜

或涂布热熔胶把 Inlay 贴合，相比干 Inlay 复合加工相

对容易。在加工过程中，首先湿 Inlay 从离型底纸上

分离“出标”，贴在标签的底标基材上，其次根据需要

上面再覆上可印刷或打印的面标，之后再经过模切加

工成为 RFID 标签或吊牌卡牌。

我们正处在网络通信飞速发展，万物互联互通的智能

化进程中，RFID产业也进入了大规模推广布局的时期，

在不同行业领域被广泛的应用，如零售、食品、医药、

航空、物流等领域。RFID 为我们带来了更加高效，更

加可靠、准确的数字化管理，更加灵活、可见的智能

化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关键词：RFID 标签，加工，应用

图 1 RFID 标签中天线和芯片的组合通常称为 In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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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错误标识的正确方式

标识错误引起的食品召回依然问题严重 , 企业损失巨

大。智能制造时代 , 这种错误已不该再发生，系统性

的防呆防错 ,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两年前，美国食品行业近一半的产品召回是由未声明

的过敏原或标签错误——通常表现为不准确的标识引

起的。时至今日，尽管赋码自动化方面已经取得了重

大进展，但情况并没有好转。

2019 年 1-5 月，美国食品行业由于不准确的标签或

过敏原声明造成的召回仍旧高达 27%。这样的情况不

止发生在美国。在英国，标识未达最佳标准使得召回

现象增加了 40%。仅在 2019 年 6 月初就发生了三大

品牌因为标签错误而召回产品的事件。一峡之隔的欧

盟也未能幸免。

当然，面临这些召回挑战的不仅仅是食品饮料行业，

众多行业（尤其是药品和医疗器械）制造商们在不同

程度地为产品召回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样的代价，光

是追究责任方显然毫无意义。为此，多米诺美国赋码

自动化总监 Adem Kulauzovic 撰文介绍了消除标识错

误的正确方式。

工业 4.0 时代，因标识错误而导致的召回不仅是可以

避免的，而且可以迅速而有效地消除其发生的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和效率的再一次解锁将带来底

线绩效的大提升。结论非常简单，赋码自动化设备可

以帮助企业避免人为错误，降低风险，是时候把它整

合到供应链运作中去了。

打破迷思
长久以来，在现有生产线和工业网络中集成赋码自动

化的应用都被认为是复杂且昂贵的。由此，尽管物联

网 (IoT) 技术在供应链的大多数其他方面得到了广泛应

用，许多公司仍继续依赖手工流程和人工操作来确保

正确的标识赋在正确的产品、盒子和托盘上。这给标

识错误大开方便之门。

而现代消费者对更精细的产品，比如有机产品、手工

产品、无乳糖或无谷蛋白产品不断增加的需求，促使

制造商在一条生产线投入更多种类的产品的生产，造

成对业已精简的资源的更大压力，而标识验证的责任

则全部落到了操作员肩上。产品多，转换的任务艰巨，

操作员必须快速确认传入产品（通常外观相似）的正

确标识，而不能减慢或停止生产线。重压之下难免出

现人为错误，这样的错误仅一句“人孰无过”就可以一

笔带过。

The Food Recall Caused by the Wrong Labeling is Still a Serious Problem and the Loss of the Enterprise 

is Hug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is Kind of Mistake Should Not Happen Again.

The Correct Way to Eliminate False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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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线上杜绝“人孰无过”，首先我们要破除关于赋码

自动化的迷思。赋码自动化不能集成到工业网络的想

法本身就是一个迷思。工业 4.0 的基本原则是协作和

集成，这同样可以通过赋码实现，就像可以通过其他

方式实现一样。过去，企业常常将自动化赋码设备作

为独立于其他业务系统的解决方案来部署。这意味着

许多组织错过了提高运营效率的机会，并且无意中增

加了赋码错误的几率。实际上，未必需要如此操作。

新赋码技术和兼容软件解决方案的出现改变了供应链

运作。通过物联网技术的简单应用，可以将自动赋码

解决方案集成到现有网络中。通过单个连接，无需特

别了解赋码设备的行业协议或特性，赋码软件可以利

用 ERP、SCADA 或其他自动化系统中存在的数据，

填充标签内容并将其推送到设备，无需任何人工干预。

自动化转换实
施赋码自动化的动力来自于无穷的利益，“先行者”已

经成功地将他们的赋码能力提升至工业 4.0 时代的水

平，标签错误和昂贵的产品召回已经被消除，小批量、

定制化生产的转换过程变得更加有效。

一家知名的食品制造商通过连接SAP赋码完全自动化，

不仅消除了赋码错误，而且通过最小化返工和消除相

关停机时间 ( 通常每天最多占用两个小时 )，大大提高

了生产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家大型饮料公司，

因为赋码流程存在缺陷，导致了 4 万美元的召回。该

公司痛定思痛，引入了集成自动化，降低了生产风险，

彻底解决了由于人为干预产生的错误，将效率提高了

100%。

这两个企业，以及更多的企业，将赋码自动化嵌入到

主要的企业管理系统中，形成完整的、无缝的通信流

和数据共享，促进更有效的运营。在此期间，忙碌的

操作员们被解放出来，专注于他们的首要任务，保障

产品每一次的高质量产出。

更多的连锁效应
尽管赋码自动化存在诸多优势，一些公司仍然依赖于

传统的手工流程。这其中常见的误解是赋码软件不够

成熟，无法与其他系统集成或符合行业协议，是发展

的不必要障碍。企业通常将注意力 ( 和投资 ) 集中在大

型资本设备上，而忽视了二级或三级系统的低效率。

无论如何，由于企业承受着提高整体设备效率 (OEE)

的巨大压力，通过将赋码自动化整合到更广泛的供应

链运营结构中，可以获得巨大的效率提升。此外，更

好的合规性、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少的召回带来的连锁

反应，自然会带来更健康的底线绩效。

那么，企业如何才能实现这些好处呢？从根本上说，

成功取决于采取 3A 法、审计（Audit）、行动 (Act)

和自动化 (Automate)。

首先，工厂管理者应该评估他们现有的设施来确定其

主要痛点。导致当前效率低下和停机的原因是什么？

哪些解决方案在脱离常规自动化系统之外运行，为什

么？只有通过完全评估标识创建和开发过程 ( 顺便说

一下，这只需要几个小时 )，才能确定错误产生的基本

驱动因素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生产力和效率的影响。

其次，要做好准备，根据审计结果采取行动。通常情

况下，公司将自动化构建到更大的业务系统中时，没

有考虑到将其他更多解决方案纳入整体的好处。有时，

现有技术的限制将阻碍集成，从而扼杀交互的优势。

对当前的能力做出中肯的评估并做出相应的反应是很

重要的。

进入工业 4.0 时代，自动化近在眼前，“自动化就是未

来”这样的口号将火速成为昨日黄花，尽可能地推行自

动化才是大势所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主流，完

全自动化生产线不再仅限于野心或者是复杂或昂贵的

代名词，它代表着实用、明智，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负

担得起。

关键词：标签，标识，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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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ar Code Reader in Production 
Line Logistics
Bar Code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of Object in the Internal Flow and Sorting of the 

Production Line, Through Which Bar Code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Detection is Realized, is an Important Application 

Means of Online and Rapid Collection of Object Information.

条码识别技术广泛应用于目标物体在生产线内部流转

及分拣时的信息采集，通过该技术对条码实现自动化

和智能化信息检测，是进行在线并快速采集目标物体

信息的重要应用手段。

在层出不穷的使用场景下，常常面临各种现场因素及

用户需求，由此催生出各式各样亟待解决的应用难点，

如：稳定且可靠识别脏污、磨损的条码；迅速响应并

高频读取快速移动的条码；无需频繁切换焦点，在景

深范围内识别远近不一的条码；确保识别各种朝向姿

态随机的条码等。劳易测电子凭借五十多年丰富的行

业经验，自主研发多种固定式条码阅读器系列产品，

包 括 BCL 95，BCL 300i，BCL 500i，BCL600i，

BCL 900i 等，均在生产线内部物流及货物分拣的场

景下取得了成功的应用。

劳易测电子的 BCL 条码阅读器系列产品各具特色，

产品设计之初采用模块化基础结构，可根据客户的需

求提供多种参数组合而进行个性化配置。各系列产品

凭借自身优势，匹配客户应用需求，完美解决了众多

条码检测的实际难点。

BCL 300i 在物流堆垛机上的应用
在物流堆垛机上，托盘通过叉车搬运实现货物流转，

搬运时贴在托盘上的条码难免经常与叉臂接触摩擦，

长期使用过程中条码容易脏污、磨损，影响对条码信

息的读取。如若频繁更换条码标签，既降低了条码利

用率，也提高了生产运营成本。

针对这一关键难点，采用具有强悍解码能力的条码

阅读器 BCL 300i，其拥有劳易测电子独特的残码重

组技术（CRT），能有效可靠地检测出此类脏污、

破损甚至是对比度差的条码。此外，BCL 300i 内置

ProfiNET 总线模块，接线时可便捷地集成到设备的上

位机，有利于工程师减少现场的安装和调试时间。

条码阅读器在生产线物流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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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 300i 的优势：

1. 小体型下具有高达 700 mm 的读取距离以及大范围

和光束角光学数据，备受使用者认可；

2. 集成了高性能的残码重组技术，磨损、脏污的条码

识别易如反掌；

3. 使用标准工业插件，无需复杂的接线即可快速集成

到现场总线环境中。

BCL 500i 在烟草物流线上的应用
烟草物流线上，需对烟草的出库和入库进行信息采集，

以便实时了解烟草的库存情况，因此需在物流线的关

键位置处布置条码阅读器以实时采集烟草条码信息。

该应用的难点在于，多工位条码阅读器组网，长距离

接线通讯。

为契合该应用需求，采用劳易测电子的条码阅读器

BCL 500i，与竞品相比，通过自主研发的 MultiNET 

plus 串联技术配合 RS 422 通讯方式，不需要增加额

外的连接模块，即可实现多个条码阅读器方便组网、

接线简单，还可实现主站到上位机远距离的接线通讯。

因此，适合沿生产线多个重要工位布置条码阅读器，

长距离组网通讯的应用场景。

BCL 500i 的优势：

1. 集成多种现场总线接口，拥有在同类产品中具有竞

争力的组网功能，让用户享受组网方便使用体验；

2.采用M12-Ultra-LockTM 链接技术和智能紧固机理，

使得接线变得简便快捷；

3. 提供多种调试方式，若在 PC 端调试，无需安装任

何软件，基于浏览器的 WebConfig 工具即可方便设

置参数，

同时 BCL 500i 本体集成了 LCD 显示技术的友好操作

界面，亦可方便调试。

BCL 600i 在全自动卷筒纸生产线上的应用
卷筒纸在生产线的内部流转生产过程中，需在卷筒外

壁沿法线方向贴上条码便签，便于在流经生产线重要

工位时在线识别卷纸筒条码信息。看似简单的贴码、

识别操作，实则暴露了两大应用难点。其一，生产线

工位上的卷纸筒具有大小不一的筒径，筒径范围在

400-900 mm，要求条码阅读器具备长景深读码能力；

其二，卷筒纸平躺输送，条码标签贴于卷筒纸外壁，

条码高度变化范围在 0-1200 mm，要求条码阅读器

的激光线有效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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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该应用的两大难点，劳易测电子提供条码阅读

器 BCL 600i，其拥有独创的蓝光扫描技术，在同等

条件下比红光增加 50% 的读取景深，配置 M-Optics

模式下，读取景深覆盖本应用的卷筒纸筒径变化范围。

而 且，BCL600i 提 供 MultiNET 方 式 组 网， 双 BCL 

600i 组合下拥有 1400 mm 的激光线长度以覆盖卷筒

纸外壁的条码高度变化范围。

BCL 600i 的优势：

1. 独创蓝色激光技术，条码阅读器读取景深增加

50%；

2. 通过 MultiNET 多个条码阅读器组网方便灵活，单

个条码阅读器激光线长 700 mm，组合使用可覆盖更

宽的激光扫描范围。

BCL 900i 在物流分拣线上的应用
在物流包裹分拣线上，为了高效、准确、可靠分拣大

量包裹，常常面临多个难点需同时克服，如：包裹尺

寸差异大，长短及大小不一的包裹需要混线分拣；条

码标签粘贴位置随机，包裹在物流线上的摆放位置随

机，导致条码朝向不固定；包裹输送速度快，要求条

码阅读器扫码频率高，快速且精准采集条码信息等。

同时面对物流分拣线诸多应用难点，可采用劳易测电

子的条码阅读器 BCL 900i，其具有条码追踪功能，

当包裹高速输送通过时，精准捕捉条码信息；在条码

阅读器的景深范围内，无需焦点切换，解决了多种包

裹尺寸混线分拣难点；其扫描频率高、响应速度快，

保证了包裹高速通过时的高频读码，提高了物流线的

分拣效率；在本应用中，采用两台 BCL 900i 十字交

叉安装方式，有效读取一个面内朝向不固定的条码。

BCL 900i 的优势：

1. 拥有条码追踪功能；

2. 扫描频率高达 1000 次扫描 / 秒，响应迅速，读码

效率高；

3. 扫码时，景深范围内无需焦点切换；

4. 内置交换机功能，两台 BCL 900i 可组合使用，有

效读取在一个面内位姿朝向随机的条码，使得物流分

拣线的分拣柔性高。

关键词：条码阅读器，生产线，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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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行业 赋能食品包装

——台达 - 中达电通机电事业部行业总监金大岺

食品是日常生活中消耗最多的产品之一，与人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为了更好的满足食品生产和流通需求，

业界对食品包装设备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包括高速、

高精、生产标准化、多功能化、柔性化、数据记录、

智能诊断以及整线自动化。而以自动化为基础的智能

制造无疑是满足上述需求的重要途径。

恰逢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开展之际，自动化专家台达

盛装亮相，笔者有幸采访到台达 - 中达电通机电事业

部行业总监金大岺先生，分享台达在食品包装行业的

智能化解决方案以及未来技术创新和行业发展。

赋能包装 契合新需求
众所周知，作为自动化专家，创新是台达永续发展的

源动力。在包装行业，台达强大的创新能力，与其长

期关注行业市场发展和技术需求而积累的丰富行业知

识和应用经验得以有机融合，形成了台达在包装行业

的独特优势。

在产品研发方面，台达不仅能关注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需求和趋势，同时还能兼顾行业 Know-how 的掌握

和发展动向；将行业 Know-how 集成到台达产品当

中，以缩短客户方案开发周期，增加使用便利性，提

升方案价值。如台达本次展出的 PC-Based 运动控制

器 AX-864E 系列和高性能伺服驱动系统 ASDA-B3

系列都是有助于提升包装质量和效率、契合行业需求

的创新产品。

另外，台达拥有丰富的产品线，可根据客户需求，提

供多种解决方案，并可提供客制化解决方案。同时台

达能根据市场变化和发展趋势，不断优化提升自身方

案的优势，为客户提供更有竞争力的系统解决方案。

如多功能枕式包装机解决方案满足了食品包装多样化

的市场需求，而直线灌装机方案则在精准控制方面表

现突出。

除极具特色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外，快速周全的服务也

是台达赢得客户信赖的重要因素。据金总介绍，台达

在全国有 40 多个网点，200 多家供货渠道，可在全

国任何地方 24 小时内快速响应客户的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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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与台达合作，选择的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更是

一种服务保证。”金总表示，“台达希望利用其更具行

业应用价值的产品、更能满足行业需求的定制化解决

方案，以及更快速的服务，助力工艺改进和效率提升，

为包装行业客户赋能，以契合行业发展的新需求。”

智能升级 迎接新发展
谈到行业的未来发展和技术创新，金总表示，工业 4.0

时代，随着 5G、IOT、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必将改变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食品包装行业的发展也将迎来一个新的阶段，将

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持续推进。

台达以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多年的深厚经验，推出众多

符合智能工厂、智能生产需求的整合解决方案，在绿

色智能制造、设备节能方面有显著特点，能为客户智

能升级提供有力支持。台达自动化制造管理平台和智

能生产解决方案都是个中典范。

    台达自动化制造管理平台，通过构建智能生产管理

系统，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透明化、可视化、智能化和

无纸化。平台主要实现的功能包括生产设备运行状态

的实时监控、报警管理、维护保养、维修管理、生产

质量管理、生产效率分析及权限管理等。其中，台达

生产线智能化监控系统 (DIAMMP) 可以监控各设备或

生产线的实时状态，让生产现场透明化，也能够在维

修保养方面提供帮助。

    智能生产解决方案，是结合台达四十多年累积的制

造专业经验，以及在物联网与工业大数据领域的先进

研发能力，提供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实现了工厂全面

自动化升级。方案主要包括智能快速换线系统、按灯

拣货系统、质量管理系统等。

“近年来，在智能化浪潮下，台达已将智能制造的理

念充分落实到各行业的客户实际应用当中，并结合深

厚产业 know-how 和自动化应用经验，开发了许多行

业专用系统解决方案和具有显著特色的新产品，以帮

助客户实现设备和制造相关的智能升级。”金大岺坦

诚的说，“未来，台达仍将秉承技术创新与行业知识

有机融合的理念，推出更多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助

力行业客户轻松应对需求变化，迎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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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智慧物流 助推智能升级

——访易福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位置检测类传感器产品销售经理徐晟尧

象征力量的暖橘搭配清爽宜人的透白，在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

运输系统展览会（CeMAT ASIA）期间，易福门电子（上海）

有限公司（ifm）明丽的展台格外吸人眼球。然而，来到展台

就会发现：比展台形象更吸引人的是 ifm 性能卓越、制作精良

的产品，以及其助力行业用户构建一站式智慧物流的高效解决

方案。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电商的迅猛发展，中国物流产业迎来

发展的黄金期，且目前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尤其是近几年，

随着工业 4.0 和智能制造的持续推进，构建一站式智慧物流成

为中国客户的关注热点和发展目标。” 易福门电子（上海）有

限公司位置检测类传感器产品销售经理徐晟尧深谙客户需求，

并表示：作为持续关注客户需求和行业发展的自动化专家，

ifm 深入了解行业的重要性，早在 10 年前就已开始布局智慧

物流，并推出了一系列能够切实帮助客户实现智能升级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物流样线、实现 AGV 栈板识别的 O3DP 系列

TOF 相机、应用于托盘检测系统的软件解决方案等，这些行

业积累的成果均亮相展会，引得众多用户驻足。

据徐晟尧介绍，现场展示物流样线是 ifm 多样化创新产品的集

大成者。其中不乏多种位置检测类传感器，如PMD光电传感器、

红光光电开关、激光光电传感器以及超声波传感器等。同时配

合 RFID 识别系统，可在不同距离检测多种类型标签。安装于

物流样线上方的 3D 相机与全新的 O2I 系列条形码 / 二维码读

取器，实现了快速测量包裹尺寸及同时快速读取多种类型码的

功能。此外，整条样线通过 AC14 系列智能控制器，实时控制

传感器间协调以及安全类产品，既能确保设备安全，又能完成

不同产品间的协同合作。

“全新的物流样线动态展示了‘精准、迅速、安全’的理念，实时

模拟现场的小目标物检测、托盘检测、RFID 识别、条码读取、

安全保护和逻辑控制等功能。全面模拟现场应用环境，为客户

提供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此外，该样线有多种不同总线输出

可选，能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徐晟尧客观评价道。

除灵活的物流样线外，针对智慧物流需求升级研发的 3D 相机

O3DP 更具功能性，仅需一个传感器，即可解决所有叉车抓放

托盘空间探测的问题，而其集成的托盘识别系统（PDS）算法，

可直接输出托盘坐标及角度信息。

这里的托盘识别系统（PDS）是 ifm 本次展示的另一亮点产

品，是基于 3D 点云数据开发的软件解决方案，与作为硬件的

O3D3xx 结合使用，可识别所有标准双进叉口托盘的 6-DoF

姿态，缩短自动和半自动托盘搬运车的托盘检测总时间。

最后，徐晟尧表示：“工业 4.0 和无人化以及云计算，是今后

几十年工业发展的需要和方向。未来，我们将研发更多用于可

视化和云端的产品，同时致力于软件开发，满足更多行业客户

的智能化需求，助力中国客户智能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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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创新 满足多样化需求

——访上海科道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及渠道解决方案部经理姚银宝

在消费观念转变、消费升级的当下，标签作为商品信

息的载体，在包装中的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应用

范围也越来越广。而不同应用场景对标签打印贴标设

备也有不一样的需求。

成立于 2002 年的上海科道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致力

于成为“可信赖的打印贴标机供应商”。自成立以来，

专注于产品创新，综合利用精密机械、电子、软件和

运动控制技术，结合条码、RFID、机器视觉等自动识

别技术，推出了全系列打印贴标机。在刚刚结束的亚

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CeMAT ASIA）

上，科道借此平台还展示了其最新研发的电动打印贴

标机，以满足无气源场合的应用需求。

“众所周知，传统贴标机均采用气缸定位，在应用现

场须有充足的压缩空气供应，但很多无气源应用场合

却无法满足此要求。为了打破这一局限，科道利用多

年积累的技术知识和应用经验，颠覆性的推出了电动

系列打印贴标机。”上海科道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工程

及渠道解决方案部经理姚银宝满是自豪的说道。“电

动系列打印贴标机采用伺服驱动、传感定位和上位机

控制，不仅解决了无气源用户的困扰，而且打印贴标

机的性能也得以大幅提升，定位更加精准而灵活，速

度更快且节能效果显著。”

正如姚银宝所言，科道的电动系列贴标打印机在技术

和实际应用中的优势非常明显，其中 60E 电动特快打

印贴标机和 300E 电动通用打印贴标机都是明星产品，

也是本次展示的亮点。

60E 电动特快打印贴标机全电动贴标，无需压缩气

源，更安全；可实现 2500 次每小时的极限打印贴标

频率；拥有 630 毫米自适应贴标高差；配置伺服定位

的 Par-8 电动拍压贴标臂和 Hd-30 电吸式贴标板；

可通过超声波或激光接近觉传感器实现自动寻位非接

触贴标。此外，该系列产品采用最新 C4 打印贴标控

制卡、最新 OPEXE® ACT 4.0 打印贴标管理软件、

Zebra/Honeywell/Sato打印引擎，可7×24小时连续、

高速、全自动打印贴标。

300E 电动通用打印贴标机同样是全电动贴标，无需

压缩空气；适合静音环境打印贴标；同样配置 Par-8

电动拍压贴标臂和 Hd-30 电吸式贴标板，可 7×24

小时连续、高速全自动打印贴标。另外，300E 系列

采用了 Zebra 工业级条码打印模块，以保证可靠、耐

久的打印效果；304L 不锈钢外壳更可适应食品药品

生产现场的要求。

今天，无论是日益完善的追溯体系，还是日渐成熟的

数字化生产，都要求我们提升标签品质，提供更加多

样化的标签打印方案。作为沉浸行业十余年的专业设

备供应商，科道能提供“设备 + 软件”的完整贴标解决

方案。未来，其将继续秉承创新精神，研发更多满足

客户多样化需求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助益客户价值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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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灌装为乳制品注入新活力

作为敏感型饮料的无菌灌装专家，KHS 科埃斯经过

反复测验推出的直线型无菌灌装一体机设备 Innosept 

Asbofill ABF 由多个不同的模块组成，可根据客户具

体要求量身定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微生物安全性。

KHS Innosept Asbofill ABF 的功能模块可根据具体生

产需求进行调整和升级改造，其高度灵活性使换型件

更换保持在 5-10 分钟内，整个产品换型在 30 分钟内

完成。通过瓶颈运输可以使卫生或无菌区尺寸保持在

最小值，同时最大程度地满足生产商自由设计瓶身形

状的需求。

KHS Innosept Asbofill ABF 与定量给料装置模块配套

使用，适用于颗粒型饮料的灌装，可以处理直径高达

10 毫米的颗粒，例如整个樱桃、草莓、蔬菜和谷物等，

为瓶装商提供了灵活的产品设计选项。

KHS 无菌系统入驻奥地利——NÖM 乳业
选择 KHS InnoSept Asbofill
众所周知，敏感饮品如牛奶和含乳饮料对灌装的无菌

环境和安全性要求严格。为此，KHS 科埃斯研发的

Innosept Asbofill ABF 无菌灌装系统全心全力，契合

满足这个要求，在轻松切换使用多种瓶形进行乳制品

灌装的同时，保持高水准的无菌等级和产品安全。

基于 6 台 KHS 科埃斯吹瓶设备成功操作的经验，奥地

利 NÖM 乳业再次向 KHS 科埃斯采购了这台新系统，

该系统可达到的无菌环境和可靠性能成为 NÖM 乳业

采购的决策性因素。Innosept Asbofill ABF 具备紧凑、

模块化设计的特点，无菌空间狭小，确保了高水准的

产品安全性和无菌等级。

无菌灌装系统工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无与伦比的

灵活性。产品换型简便迅速，不同瓶型间切换仅需 10

分钟左右。在这条新线上，NÖM 使用 PET 瓶灌装一

系列不同产品，从液体奶到含乳饮料，容量从 250 毫

升到 1.5 升不等。

设备的高性能也让奥地利乳企心悦诚服：500 毫升产能

可达15,000瓶/小时，1.5升瓶产能可达9,000瓶/小时。

不仅如此，奥地利乳企对 KHS 科埃斯以客户为中心的

服务理念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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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真空吸具为协作机器人提供支持

众所周知，协作机器人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中，从

2017 年到 2021 年，每年增长率超过 60％（数据

来自 Technavio）。为了迎合这个新市场的需求，

COVAL 推出 EOAT 机器人末端工装夹具（End Of 

Arm Tools）系列。CVGC 碳纤维真空吸具系列正是

首批推出的产品。

顾名思义，协作机器人的作用是与操作员合作，目的

是为了加强通用性，消除重复性任务，防止肌肉骨骼

障碍（MSDs）的发生，并提高生产率。不过，如果

想要充分发挥其潜力，协作机器人需要有效的工具来

帮助它。为了应对这一挑战，COVAL 库沃推出了一系

列吸具产品。

 

第一个产品是 CVGC 碳纤维真空吸具。它不仅仅是对

现有产品的改进，而是针对各种协作机器人的机型而

设计的即插即用产品。它的结构特点使其能与协作机

器人无缝集成，并充分发挥后者的最大优势：

• 碳纤维结构使其非常轻巧（最小型号的重量小于

1kg），这将保留协作机器人的升降能力。

• 无需特殊工具即可快速装配和拆卸，这能提升协作

机器人的通用性。

• 通过有弹性的泡沫层来保护操作员。设计紧凑，真

空发生器、控制盒、真空开关和消声器都在一个功能

块中。

• 通用性，泡沫的夹持接口适用于各种工件，有三种

尺寸可提供（150mm×150mm，240mm×120mm，

320mm×160mm）。

 

应用广泛
借助这款超轻型真空吸具，COVAL 库沃让每个协作机

器人都提高生产率，并为各个行业的操作员提供保护，

如食品、包装和塑料等。

由于COVAL库沃设计部门具备出色的适应性和能力，

CVGC 为所有制造商、集成商和协作机器人用户提供

了一种用于码垛、夹持箱子或塑料零件等的工具。

 

法国制造（FrenchFab）的出色范例
COVAL 库沃与众多集成商和设备商保持合作已有三十

多年历史，CVGC 碳纤维真空夹具的设计正是基于

这些合作所获得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同时还要归功于

COVAL 内部设计团队的创新能力。

 

该系列对 COVAL 库沃的真空发生器、吸盘和包装行

业真空处理元件等系列来说是一个完美的补充。CVGL

真空夹具在法国 MONTELIER（Montélier）制造，充

分体现了 COVAL 库沃对《法国制造（FrenchFab）》

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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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DeltaMax ™性能改性剂

美利肯公司的 DeltaMax ™性能改性剂系列的最新产

品，将该系列产品的用途扩展到包括食品包装在内的

所有领域。

据美利肯全球产品线经理 Emily Blair 介绍，这款名

为 DeltaMax 5000a 的新型添加剂有望在树脂生产环

节推动聚丙烯（PP）技术创新。她表示：“DeltaMax 

5000a 将帮助树脂生产商增强其树脂产品线的性能表

现，并通过增加生产线的产量来提高生产效率。”

Blair 介绍道，DeltaMax 性能改性剂既能改善熔体流

动性，同时又能优化耐冲击性，标志着聚丙烯注塑制

品商在三大性能中取舍的时代已成为过去。 

经过 DeltaMax 改性的树脂能最大程度地提高树脂耐

冲击强度和熔体流动性，同时亦不会减弱其刚性，因

此加工商能以更高性价比的方式将聚丙烯的应用拓展

至更多领域。使用高熔体流动性树脂也意味着转炉生

产效率的提高，能制造出更复杂的零件，同时还可以

减少废料及成型过程中的能耗，从而降低企业的碳足

迹。

此外，DeltaMax 技术可以改善消费和工业使用后的再

生树脂的性能，将其抗冲击性和熔体流动性提高到与

原始树脂类似的水平。凭借这一独特优势，即使改性

和注塑采用高达 100% 的再生聚丙烯，也不会牺牲性

能或加工效率。

这款全新性能改性剂产品预期在年底前将获得 FDA 批

准，美利肯计划将其应用扩展到食品包装领域，为瓶

盖和薄壁包装带来更多优势。Blair 补充道：“美利肯

目前也在申请欧洲市场的食品法规审批，有望在 2020

年底获得通过。”

长期以来，注塑行业致力于提高 PP 在这些领域的低

温抗冲击性能。迄今为止，树脂流动性最大化和低温

条件下的抗冲击性始终无法兼顾。DeltaMax 的诞生将

使这一目标成为现实，为聚丙烯注塑树立新的标杆。

DeltaMax 5000a 改性剂将于年内开始销售，并在

明年推向全球市场。这款新牌号改性剂将显著扩展

DeltaMax 改性 PP 共聚物的终端应用范围。

Blair 表示，无论是改性生产商，还是注塑商和回收商，

本质上都能从 DeltaMax 添加剂带来的性能优势中受

益。

“最终结果是，生产商、加工商、品牌所有者和代加工

商可以满足消费者对更耐用、更具创意、更环保的塑

料制品的需求，同时改善产品的可持续性，降低成本 。”

她说道。

“ DeltaMax 系列正成为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许多地区

塑料行业创新的主要动力。”Blair 补充道：“美利肯也

正在努力提高其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影响。这些用户的

最终目标是兼顾产品性能、盈利性以及可持续性。而

不断壮大的 DeltaMax 性能改性剂系列能满足他们的

所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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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开年首场包装综合大展 ，“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包

装工业展览会 (Sino-Pack2020)”及“中国（广州）国际包装制品

展览会 (PACKINNO2020)“，将于 2020 年 3 月 4-6 日在广州中

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盛大举办。展会继续以打造包装产业链

展示平台为重任，推出多个特色亮点板块，覆盖食品、食品加工业、

餐饮业、饮料 / 乳品 / 酒类、日化、医药 / 保健品、家电 /3C、快递、

电商、汽车等多方位终端领域！展会以三大亮点领跑多样化市场

格局。

亮点一：自动智能化时代，深度驱动演绎高效包装
据预测，2022 年中国智能包装市场规模近 2000 亿元。面对

规模如此空前的巨额市场需求，谁是包装产业浪头上的领航者？

Sino-Pack2020 将汇聚包装行业“领航者们”，群雄争霸抢占包装

至高点，集中展示成套智能包装解决方案。自动化技术助包装产

业智能升级，增效节流。

历届大咖汇聚：KUKA、NACHI、沈阳新松、广州数控、安徽

埃夫特、上海我耀、软体机器人、CSI  China 等仍将齐聚一堂，

展示最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智能包装设备：ABB、Fanuc、史陶比尔、优傲、博士力士乐、

巴鲁夫、沃迪、三菱、上银、勃肯特、杭州永创、晨星、伯朗特、

武汉人天、坤林、沃迪、华联、固尔琦等齐亮相，百家争鸣，百

花齐放。

亮点二：聚焦包装高精尖，领跑多样化市场格局
高效、高速、高质量，这三“高”已然成为包装机械的发展趋势，

同时还要应对国内外的强烈竞争。面对这种情况，谁能冲出重围

领先国内？ Sino-Pack2020 召集行业大咖一起带动这场革命，让

东方包装成为国内甚至全球的不败之王。与行业链接，与包装对话，

提高生产，降低成本！

综合包装设备供应商：怡和、大川、常州汤姆、达和荣艺、日富、

欧华、达尔嘉、锦宝等；食品包装设备供应商：海川、青岛义龙、

瑞吉锦泓、北京迈威、汉顿、创宝等均高调参展。

亮点三：产品标识馆“异军突起”，缔造中国标识行
业新未来

标识，用以标示，便于识别，标识自动化设备已成为现代化

生产的必需硬件。Sino-Pack 顺势打造独具一格的产品标识设备

专馆，紧贴产业链细分市场，以变应创效益，汇聚行业精英企业

如大族激光、英诺激光、玛萨、仕贵宝、、广州铭钰、翔声激光、

合肥友高、英谷激光以及 HP 携手多家代理商等行业精英企业纷

纷入驻 Sino-Pack, 将助力产业高速发展，深层次发掘出全产业链

协同发展的多重机遇。

聚焦三大亮点专区，Sino-Pack 2020 蓄势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