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A 拉伸膜包装机 
创新食品包装解决方案



我们的做法就是包装行业的标准

满足任何一种需求

包装对确保整个食物供应链（从生产出来到消费者的餐桌）中食品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GEA 

拉伸膜包装机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最理想的包装。我们的拉伸膜包装机采用最新技术，融入各种

增效理念以及在与客户多年的合作当中累积起来的专业知识。 

GEA 拉伸膜包装机结合全面发展和独具特色的解决方案， 

完全满足食品行业的所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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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来源的专业知识

拉伸膜包装机现在属于 GEA 食品加工和包装事业部门。这

一重组的业务部门是在几十年的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起

源于多家中小型加工和包装设备公司的融合过程。从这种传

统以及不断发展的技术知识当中，我们得出了一个核心观

点。当今世界，与客户发展友好关系是长期成功的基础。

利用全球 GEA 集团的优势 

随着我们的多元化集团向全球发展业务，在系统创新管理的

背景下开发出 GEA 包装设备。我们的研发工程师与集团所

有其他的业务单位持续进行对话，因此在某个部门诞生的解

决方案可以迅速有效地应用到其他部门当中。我们利用这种

方法可以发掘新的机遇，尤其是食品行业价值链上的机遇。

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我们制作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帮助您大致了解我们在食品包

装行业提供的拉伸膜包装机。如您需要更多信息，或者想约

个时间了解适合您的解决方案，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的联系

方式在小册子的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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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方面均属一流

一个包装解决方案的质量由多个因素决定。在关键功能领域， 

GEA 拉伸膜包装机采用了最先进的前沿技术。

1  送膜机构

针对不同的设备类型和产量，有多种底膜放卷系统可供选

择，包括单卷/成对放卷机和外径可达 1600 mm  

的大卷径解决方案。

2  预加热

具备温度均匀和快速响应特征的加热系统可对薄膜进行妥善

预热处理，满足生产过程要求。

4  装填 

为了满足包装产品的特殊要求，可定制装填区，这样就能在

包装线中集成各种不同类型的上游装填系统。

5  密封 

单道和多道出料、气调 MAP 和真空包装、贴体包装、 

TopForm 顶膜成形和收缩包装，我们的拉伸膜包装机可为任

何产品和包装类型实现最佳密封。

6  印刷和标签

实际上，包装设备能完美整合任何一种印刷工艺，从而实现打

印和黏贴标签，即使在最复杂的包装上标签的位置也有极高的

精度。

7  切割或穿孔

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纵向和横向切割，匹配包装要求。比如纵

向刀切和剪切、横向切割，以及各种穿孔和圆形切割。还提供

整体式冲孔满足复杂形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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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任何一种需求和性能类别 

 GEA 提供两个系列的拉伸膜包装机，满

足不同客户对于产量和灵活性的不同要求。 

 GEA PowerPak 包装机是一款高度定制

化的高性能包装设备，适用于生产量高或需要频

繁更换产品的生产线。

对于产量小且不经常更换产品的生产线， 

 GEA DeltaPak 包装机提供一种经济但优

质的替代选择。

 不论生产线上采用哪种类型的配套设备 

 （切片机、装填机、分捡机等）或末端 

 设备，这两个系列的包装机均能在生产

线上实现无缝整合。

易撕包装  

提供各种不同的易撕角和其他易开包装设计， 

满足各种不同包装需求。 

3  成型 

GEA 拉伸膜包装机利用真空, 压缩空气或 Optiform  

辅助成形系统制造出尺寸精准的托盒，即使是边角处的膜厚

度也能保证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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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包装技术的基准

GEA PowerPak 系列重新定义了食品包装的界限，在不影响

生产率的同时实现了几乎无限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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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性能

PowerPak 开发团队将注意力放在实现持久生产力上。GEA  

完全理解用户对持续一致高质量效果和尽量减少设备维护的

期待。

• 坚固的框架；

• 技术可用时间高达 99%；

•  德国制造高质量元器件；

•  GEA 气囊密封系统实现一致完整密封性；

•  与上下游设备实现无缝机械和电气集成。 

无限灵活性

虽然现今市场需求不断变化，PowerPak 拉伸膜包装机的预期

寿命为数十年。特别是拉伸膜包装机的模块化设计，能够在

面对新兴挑战时作出快速、简单的修改。

• 模块化设备概念；

• 产品更换时间短；

• 改型和功能升级快速简单；

• 单台设备提供吸塑、真空、气调MAP、 

蒸汽和贴体等不同包装方式；

• 独特的纸板/塑料膜 复合包装； 

把卫生放在第一位

无论在什么时候对食品进行包装，卫生都是一项最重要标

准。PowerPak 的多项特征均符合严格卫生标准，比如光滑表

面、便于检修内部组件以及可防止模具组件受到不良物影响

的指定清洁模式。

• 卫生设备设计；

• 无需润滑的提升系统；

• 模具和驱动的清洁模式；

• 优化工作流区域，侧板易于安装；

• 符合3A乳制品、DIN EN 1672-2 和NSF/ANSI 14159-1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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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组更换容易
PowerPak 包装机的密封框和密封驱动容易分离，方便进行快速、简单的

清洁和检查。维护和维修成本相应降低。此外，即使更换模具的步进发

生变化，模具组更换也相当的简单。



包装解决方案示例

UniPak 

为尽可能满足各种情况的需求，本设备可实现气调 MAP 包装、真空包装、 

VarioSkin 贴体和蒸汽四种不同包装方式。适用范围包括芝士片、切片香肠、计件

商品、糕点和素食产品。根据应用情形和材料，可以确保良好包装成型和密封、 

各种易撕和再封口设计。UniPak 设备可满足中高产能需求。

SkinPak 

针对贴体应用的设备不仅有最佳的产品外观表现力，同时容易打开、实用性高, 引

人注目。由于采用顶膜预热处理后，GEA PowerPak 拉伸膜包装机给产品和托盘贴

的薄膜几乎完全没有皱折。这种包装可以避免了产品的重量损失，有效地改善产品

外观形象。

TopPak 

GEA PowerPak 通过顶膜的了特在第二成型工位制造出一种能重新盖紧的立体Top-

Form包装。这种包装是切片肉、切片香肠、芝士片、美味沙拉和零食的理想包装，

极具吸引力，每个包装都有在线成型的顶盖。

ShrinkPak 

GEA ShrinkPak 是收缩膜包装应用，无论是大型运输单位到小型零售包装, 可以考

虑选用这种包装设备克服面临包装难题。收缩膜首先经过真空成型, 再通过热水

槽/喷淋隧道内收缩后会紧贴产品，没有一点皱折。采用沿边整体冲切，最后包装

上只能看见很少一点的裙边。

GEA PowerPak 可在单台设备上实现多种包装类型。下文将突出

介绍其中的四种典型应用，如果您想了解其他的应用类型，我们

也很乐意与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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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的不只这些

控制理念

• 经过实践验证的具有工控机 (IPC) 功能和网络能 

力的非专属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  直观的带图标用户界面；

•  PLC 参数可以用CF卡进行备份；

•  可以通过远程访问排除故障；

•  单独监控不同访问权限级别。 

GEA CostFox 分析软件

• 控制面板上的直接性能标示；

• 信息容易理解；

• 连续过程优化和效率提升。 

GEA runOmeter 软件 

• 对比生产现状和生产目标；

•  实时关键性能标示；

• 当不符合性能目标时，可从 CostFox 检索详细信息。

GEA ShingleLoader 装填机

• 片状产品全自动装载；

• 可以和包装线控制装置实现无缝对接；

•  每分钟最多处理 300 份产品；

• 可变加速度和平滑的皮带传输确保了可靠的产 

品流和精确定位。 

GEA TiroLabel 贴标机

• 和GEA拉伸膜包装机实现完美对接；

•  操作和编程容易；

•  即使是复杂的包装也可以实现较高的贴标精度；

• 即使对不规则表面也能得到可靠贴标效果；

• 每分钟可以贴多达 200 个标签。

 

GEA Uptifox 软件

• 远程访问提供即时支持；

• 专家协助，尽量降低停工时间；

• 视频辅助远程诊断；

• 分析日志，持续优化生产；

• 自动生成保养计划。

控制理念和设备规格对提升效率有着显著作用。与操作环境

特别匹配的包装设备需要的维护少，成本因此降低。

屏幕上可以显示所有的信息：GEA PowerPak 的控

制理念侧重于以通俗易懂地呈现所有参数和状态

信息，直观的图形操作界面, 通过分级设定访问

权限。

10 · 控制理念和可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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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 ShingleLoader 装填机

GEA TiroLabel 贴标机GEA runOmeter 软件 

GEA CostFox 软件



GEA 入门级产品

DeltaPak 包装机首次将 GEA 拉伸膜包装机的优越性能带给

一些产量比较小或需要额外灵活性（如季节性商品,或在分销

店的包装）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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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验证的高质量而且绝对物有所值

GEA DeltaPak 包装机可以实现真空和气调 MAP 包装，具备

GEA 拉伸膜包装机的所有优点。GEA DeltaPak 作为一款入门

级的设备,能在应对中小生产批量时高效运行。她采用了和

PowerPak 相同的经过验证的高质量元器件, 尺寸却比  

PowerPak 设备减小很多。

快速设置

DeltaPak 包装机的设计理念以速度为核心。它具备快速配置

选型、快速组装交付和快速包装的特点。DeltaPak 包装机具

备同样的结构，预先配置功能选项组合的，它还有一系列精

心挑选的选配附件，因此能够实现快速组装交付。同样，定

制模具也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生产，并在包装产品更换期间

实现快速更换模具。

占用面积小，连接简单

为使 DeltaPak 包装机能够在各种环境和工况下运行，最小尺

寸成为设计时最优先的选项。原来没法使用 GEA PowerPak 

拉伸膜包装机的环境现在可以轻松使用 DeltaPak 包装机。

DeltaPak 包装设备的关键数据：

• 包装盒尺寸和 PowerPak 包装机一致；

• 薄膜宽度可选 285、320、360 和 420 mm； 

• 真空和气调MAP包装；

• 一排或两排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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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阵容

GEA EasyGuide 并线器

GEA EasyGuide 并线装置可使至多 6 条产品道次汇聚成1条

产品道次，保证以适当距离均匀隔开单个包装，并线器每分

钟可处理多达 70 个包装。它有自己的出料运输机，能够灵

活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道次配置。

14 · 更多 GEA 集成解决方案

包装线的效率取决于所有设备之间的交互作用。下面介绍了

几种不同的后端解决方案，每种解决方案均显示我们对拉伸

膜包装机质量的重视。

GEA PowerGuide Speed 并线器

GEA PowerGuide Speed 并线器能将至多 6 条料道上的包装

汇聚到1条料道上，每分钟可处理最多 160 个包装，能轻

易调整，以适应多种产品变更。这种灵活性可通过在 GEA 

PowerPak 控制装置中集成并自动执行多种操作模式来实现。 

PowerGuide Speed 并线器能处理的最大包装为 750 mm、600 

mm、180 mm (长,宽,高)。



更多 GEA 集成解决方案 · 15

GEA PowerPick 分捡机

GEA PowerPick 分捡机是一款高性能并线聚集装置,配备气动

拣货头的，可集成在 GEA PowerPak 控制装置中，每分钟可

处理最多250个包装，并且能自动弹出有缺陷的包装。出料形

式可为单道次或双道次。

GEA EasyCheck 金检重检一体机

由碧彩 (Bizerba) 贴牌生产的 GEA EasyCheck 金检重检一体

机能可靠地检测出被金属污染的包装和未达到目标重量的

包装。从生产工作流中清除缺陷包装。这种末端解决方案

有助于满足 HACCP、IFS、BRC 等要求，每分钟可处理多

达 120 个包装，单个包装重 50~500 克（最大 1000 克重

量为选配）。



GEA 集团是一家全球性工程公司，在 50 多个国家运营，销售额达数十亿欧元。公司成立于 1881 

年，是最大的创新设备和工艺技术提供商之一。GEA 集团位列STOXX®欧洲 600 指数中。

我们奉行我们的价值观
卓越、激情、诚信、责任、GEA 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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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 中国

上海市闵行区鹤翔路99号

201109

电话：+86 21 2408 2288

传真：+86 21 2408 2199

sales.china@gea.com

www.ge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