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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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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袋展示: 

 

三、立式包装机图片、参数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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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参数： 

机型(Type)  

薄膜最大宽度(max width of roll film)  

最大制袋宽度(Bag-making size)  

最长袋长(Bag length)  

计量范围(Measuring range) 

包装速度(Packaging speed) 

包装材料(Packing material)  

电压(Power voltage) 

功率(Power) 

外形尺寸(Dimension) 

机器重量(Net weight) 

JA-220 

220mm 

100mm          

160mm 

200ml 

2~40(bag/min) 

 OPP/CPP  OPP/CE  PET/PE   PE 

220VAC/50HZ 

2.5KW 

1090(L)×720(W)×870(H)mm 

200Kg 

 

(二)、适用范围： 

     适合包装颗粒、粉末、液体等形状的产品。 

 

(三)、可选配置： 

1. 打孔装置  Hole punching device 

2. PE膜装置 PE Film device 

3. 除尘装置  Dust cleaning device 

4. 自动纠偏装置  Automatic deviation-checking equipment 

5. 连袋装置  Even the bag device 

6. 充气装置 Gas-filling device 

 

(四)、设备配置： 

NO. 产品名称（Product name） 标准配置（Standard configuration） 

   

一． 控制部分（Control section）： 品牌/产地(Brand/Origin) 

   

1. 触摸屏（Touch screen） 威纶/台湾（WEINVIEW/TAIWAN） 

   

2. PLC 控制器（PLC controller） 三菱/日本(MITSUBISHI/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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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伺服电机（Servo motor） 东菱/中国(DORNA/CHINA) 

   

4. 温控表（Temperature table） 科洋/中国（KEYANG/CHINA） 

   

5. 色标光电（Color standard photoelectric） 百得利/中国（CNBDL/CHINA） 

   

二． 气动部分（Pneumatic part）：  

   

1. 横封气缸（Horizontal seal cylinder） 亚德客/台湾（AIRTAC/TAIWAN） 

   

2. 纵封汽缸（Vertical seal cylinder） 亚德客/台湾（AIRTAC/TAIWAN） 

   

3. 运膜汽缸（Film transport cylinder） 亚德客/台湾（AIRTAC/TAIWAN） 

   

4. 切刀汽缸（Cutter cylinder） 亚德客/台湾（AIRTAC/TAIWAN） 

   

5. 电磁阀（Electromagnetic valve） 亚德客/台湾（AIRTAC/TAIWAN） 

   

6. 三联体（Triplet） 亚德客/台湾（AIRTAC/TAIWAN） 

   

三． 电器部分(Electrical parts)：  

   

1. 中间继电器(Intermediate relay) 欧姆龙/日本（OMRON/JAPAN） 

   

2. 固态继电器(Solid state relay) 阳明/台湾（FOTEK/TAIWAN） 

   

四． 电源及开关部分(Power and switch part)：  

   

1. 接近开关(Proximity switch) 瑞科/台湾(ROKO/TAIWAN) 

   

2. 按钮开关(Power switch button) 施耐德/法国（SCHNEIDER/ FRANCE） 

   

3. 漏电过流开关(Leakage overcurrent switch) 梅兰日兰/法国(MERLIN GERIN/FRANCE) 

   

4. 开关电源（3.6A）(Switching Power Supply) 明纬/台湾(MEANWELL/TAIWAN) 

   

5. 航空插座(Air outlet) 威潽/中国（WEIPU/CHINA） 

   

六． 打印日期部分(Print the date part):  
   
1. 色带打码机(Ribbon code machine) 德泓/中国（DEHON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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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JA-15L 螺杆计量机 

 

 

 

(一)、技术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型号       Model JA-15L 

料仓容积   Hopper capacity   15L 

包装重量   Package weight 0.5~200g 

包装精度   Packing accuracy ±1% 

填充速度   Fill rate 30～100次/分钟 

螺杆直径   Auger Diameter Φ 12～Φ 38 

电源       Power 三相 220~415V 

整机功率   Total power 1KW 

整机重量   The whole weight 30kg 

整机体积   Whole volume L600×W400×H5900mm 

 

(二)、设备配置： 

 

控制部分产品名称 标准配置品牌 

伺服电机（1.2KW） 施耐德或三菱 

伺服驱动器 施耐德或三菱 

物料感应光电 韩国奥托尼克斯 

搅拌电机（200W） 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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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JAT-Y60L 螺旋振动上料机 

 

 

 

 

 

 

 

 

 

 

 

 

 

 

 

 

 

 

 

 

(一)、技术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二)、设备配置： 

产品名称 品牌 

振动电机 深圳普田 

上料电机 广东诠盛 

螺旋上料机上料管全 304不锈钢制造 
管壁厚：2mm、螺杆叶片：2mm、芯轴：2.5mm 

螺杆满焊全抛光 

螺旋上料机料仓全 304 不锈钢制造 方斗、板厚 1.5mm 

螺旋上料机料仓 机玻璃盖厚度 8mm 

炮筒 选用无缝卫生管，管内做全抛光处理 

型号       Model JAT-Y60L 

提升量     To enhance the volume 1M
3
/小时 

料仓容积   Hopper volume 60L 

上料管径   Feeding diameter φ 89 

提升高度   Lifting height(standard) 1.8M 

电源、功率 Power 单相 220V  0.8KW 

整机重量   The whole weight 60KG 

料仓体积   Hopper volume L580×W580×H800mm 

提升角度   Enhance the angle 45
o
(可定制 30

o
-60

o
) 

出料口 

无缝卫生管 

有机玻璃料仓盖 

振动电机 

上料电机 

倒顺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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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品输送 

 

 

(一)、技术参数： 

输送速度       30M／分钟 

功率          120W 

电压          单相 AC220V，50Hz； 

机器打包尺寸   1600mm（L）×520mm（W）×1000mm（H） 

输送高度：水平，与整体方案高度相同 

长度：以方案图尺寸为准 

整机功率：750W 

最大输送量：50-300mm/s可调 

(二)、技术特点: 

成品输送机由不锈钢机架和食品级聚丙烯（PP）料的模块式链板带组成，外观美观大方。主要用于承接包装

机包装好的成品输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