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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众多工序组合到一起。

自动化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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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针对自动化生产 
线的问题。3 个可靠 
的回答。

自动化过程，数字化生产 
LASKA 的自动化生产线同现有的 IT 系统相互兼容。在实际应用当中，这意味着可以将配方
管理或者货品管理系统直接与您的生产连接到一起。除此以外，还可以随时对生产线进行灵
活的扩展或者改装。

绝对的卫生，延长的保质期
全新的卫生设计，保证生产过程中最高的洁净度。除此以外，几乎无需任何人员介入，从而
进一步降低了污染风险。结果就是您的产品和过去相比保质期显著延长。

如果您选择了 LASKA 的生产线，那么，精细食品的加工生产将会变得易如反掌。LASKA 
的生产线能够实现全自动的生产，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检查所生产的货物的特性
及品质。对于生产，您将随时掌控全局，同时还可以降低成本。

提高产出，降低成本
一条自动化生产线能够以最高的效率进行工作：和手动操作的机器相比，可以显著提高产
出。除此以外，生产线解决方案还可以降低人力成本，同时能够精确地根据配方使用原材
料。您大可放心，物料绝对不会被浪费。

为了实现更高的产出和高品质， 
您要做的是：几乎什么都不用做。 



2 /3

自动化过程，数字化生产 
LASKA 的自动化生产线同现有的 IT 系统相互兼容。在实际应用当中，这意味着可以将配方
管理或者货品管理系统直接与您的生产连接到一起。除此以外，还可以随时对生产线进行灵
活的扩展或者改装。

绝对的卫生，延长的保质期
全新的卫生设计，保证生产过程中最高的洁净度。除此以外，几乎无需任何人员介入，从而
进一步降低了污染风险。结果就是您的产品和过去相比保质期显著延长。

如果您选择了 LASKA 的生产线，那么，精细食品的加工生产将会变得易如反掌。LASKA 
的生产线能够实现全自动的生产，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检查所生产的货物的特性
及品质。对于生产，您将随时掌控全局，同时还可以降低成本。

提高产出，降低成本
一条自动化生产线能够以最高的效率进行工作：和手动操作的机器相比，可以显著提高产
出。除此以外，生产线解决方案还可以降低人力成本，同时能够精确地根据配方使用原材
料。您大可放心，物料绝对不会被浪费。

为了实现更高的产出和高品质， 
您要做的是：几乎什么都不用做。 

发展方向是自动化生产线 - 
为什么？
对于食品，消费者在要求更高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的同时，还希望高品质也能保持不 
变。而只有自动化生产才能真正满足这些 
要求。

如果我在 LASKA 购买一条生 
产线，我会得到什么？ 
在 LASKA，您将获得一套整体解决方 
案。也就是说，除了对自动化生产线的个 
性化调整以外，如果需要的话，咨询和项 
目跟踪同样也属于方案的组成部分。

由谁为我的员工提供生产线 
培训？ 
由 LASKA 的专家提供完善的培训之后， 
您的员工就可以随时投入工作。由于采用 
了大尺寸触摸屏，使得操作不仅简单直 
观，而且也非常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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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KA 的生产线将众多工序组合到一起。它们能够自主地创造出理想的结果。为此都需
要哪些方面的创新，在这里 都将一览无余。

LASKA 生产线提供 Reference Line 和 Excellence Line 两种规格。后者配有诊断设
备，可以保证产品始终保持高品质，同时确保产品质量的可回溯。

您负责提需求， 
机器负责干活。
这就是现代化的
分工合作。

直观的操作
通过 21.5" 触摸屏和友好的用
户界面

1 严格的 X 射线扫描
仅适用于 Excellence Line：
诊断设备会检查物料

3自动投料
原料、水和配料会按照配方并
根据您的要求进行相互配比

2 全方位的兼容性
OPC UA 接口保证了机器顺利
的联网和通信 

6理想的输送技术
螺旋输送机、传送带和泵机

4 精细的清洁
组件可以移动、升降或者翻
转；确保需要清洁的区域便
于触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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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处理 
污染风险：防患于未然。

在食品加工行业，只有一样东西比口味更重要：完美的卫生状况。我们将您的挑战
视作己任，并且早在机器研发阶段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满足相应的卫生标准，而不
是等待法律对其硬性规定。对于新机器而言，卫生设计和 EHEDG 认证的组件可以
确保安全无虞、食品质量完美无瑕。

卫生设计
未来的 LASKA 机器所采用的全新卫生设计是在更严格
的卫生规定的基础上，对消费者的要求给出的答卷。现
在，清洁会变得更加方便，同时节省时间。

传送带 
平整的传送带在末端配有一个刮擦器，即使是在加工过
程中同样也能确保最佳的卫生状况。齿轮箱隐藏在鼓形
筒当中，既节省空间又卫生。

没有螺纹的站立底脚
在所有新开发的产品上，站立底脚不带螺纹，而是平 
整的，预防污垢在其中积聚。

双重密封 
在开展食品输送和加工的地方，机房会采用双重密封设
计。无论是驱动侧还是产品侧。至于隔间，可以从外部
用一根软管方便地进行清洁。

卫生的表面
LASKA 只会采用经过抛光的表面；在这里，细菌没有
任何机会。除此以外，表面还经过倒角加工，使得在清
洁后水可以自行流走，让机器保持清洁无残留。

内嵌式合页
未来，所需的合页均会采用内嵌式安装方式。在清洁卫
生方面，我们绝不妥协。

不给细菌任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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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KA 的机器每一台都已经是真正的完美主义者。而它
们组合在一起则无与伦比。此外：新一代的机器标配一个 
OPC UA 接口，可以和其他机器实现连接。如果要在日后更
换一套生产线解决方案的话，那么，第一步已经于此完成。

您的生产线的核心技术： 
正确的机器。

加工机器

精细粉碎机 
 ›  获得专利的刀片布局，可以在磨损低的同时确 
保可靠、最高的产品质量

 › 高产出

 › 特别适用于超精细的乳化液

切割机
 ›  大量选配件：真空、蒸煮装置、氮气冷却、外部通 
风等等…

 › 最高的切割速度

 › 最短的批次加工时间

角向和搅拌粉碎机
 › 完美地加工鲜肉和冷冻肉 

 ›  采用角向设计的规格，配有两台螺旋输送机，可以 
实现柔和的加工，发热量小，同时可以确保很高的 
单位时间产量

搅拌机
 › 相互紧密配合的搅拌叶片轴

 › 清洁通道可以确保清洁卫生没有任何瑕疵

 › 大量选配件：真空、蒸煮和冷却装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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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

输送技术

螺旋输送机 传送带 泵机

生产线能够全自动工作 - 您可以在 21.5" 的触摸屏上
跟踪过程并随时介入。

 › 经过 LASKA 培训后操作十分简单

 › 在手动或者自动模式下操作机器

 › 对设备实现完整的可视化

 › 液位显示、速度显示和分析值显示

 › 安全监控和操作提示

 ›  可以对可视化界面进行镜像，从而实现双重检查 
（不提供控制功能选项的双工模式）

 › 记录和显示错误和故障

根据物料的特性，由传送带、螺旋输送机或者泵机负 
责原料的继续运输。LASKA 的输送技术以其结构精密
而著称。例如，在末端配有刮擦器的平整传送带就可 

以在加工过程中确保绝对的卫生。可以翻转的侧面部 
件采用不锈钢制成，可以方便地进行清洁。

几乎不能再简单了：  
整个操作通过一块触摸屏进行。操作不仅简单 
直观，而且可靠。在生产线的安装过程中，会 
有一名 LASKA 的员工在现场为您提供培训，并 
且会分享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只需按钮操作就可以 
获得最佳的成果。 
通过触摸屏 
实现生产线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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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KA 生产线根据配方进行生产。您只需在触摸屏上选择所需的配方，生产线会精
确地根据配方，自行借助秤重单元将原料、水和配料混合到一起。在 Excellence 规
格上，诊断设备会在加工过程中检查和记录成分。这些系统均采购自知名的品牌制
造商，他们在各自领域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在诊断技术方面，我们乐意听取您的
心声。

好味道的成功配方：  
自动投料和诊断。

定量和诊断

水和配料的定量
 › 自动加水，并且添加量可以自由选择 

 › 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按钮操作

 ›  除了水以外，同样也可以添加各类其他液体， 
最高温度 + 90 °C

 › 配料定量系统完整按照配方精确运行

X 光机
 › 测量脂肪和重量，计算水分和蛋白含量

 › 探测异物

 › 测量成件物品和粉碎后的肉

金属探测器 
 › 安装在传送带上

 › 探测原料当中的微量金属 

NIR 分析系统
 ›  对脂肪进行分析，也可以选择对水分、肉蛋白和结 
缔组织蛋白开展分析 

 › 直接集成在搅拌器中，或者安装在传送带上



14 /15

国家 法国 中国 德国 巴西

产品 肉糜 热狗 维也纳香肠 肉糜

等级 Reference Excellence Excellence Excellence

产量 2000 kg/h 12,000 kg/h 6,000 kg/h 2000 kg/h

小时工资 17.55 € 3.80 € 19.72 € 3.99 €

班次数 1 2 1 1

投资回报率 1.07 年 0.27 年 1.03 年 2.92 年

投资一条生产线是否值得？
当然值得，大部分情况下在
一年后就已经可以盈利。

乍一看，一条生产线确实是一笔巨大的投资。但只要再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投资还
是值得的。自动化生产线可以节省人工，并且提高产出 - 这样做是值得的。当然，
上文所述的数字仅仅只是一个示例。您的 LASKA 顾问非常乐意根据您的实际情
况，为您计算属于您的投资回报率。

我们 LASKA 已经制造了大量生产线，并且和世界各地不同行业的客户始终保持交
流。对于不同尺寸和等级的标准生产线而言，这些知识会被应用到它们持续改进当
中。哪种标准生产线最适合您的生产？我们非常乐于为您提供咨询。

如果在众多选项当中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那么，请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设计
师和专家将竭诚为您专门开发一条生产线，从而满足您的具体需求。

在我们这里， 
最佳解决方案是标配。
无论您加工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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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食品加工

我们 LASKA 制造的不仅仅是机器。我们设计出各种方式，让食物在各个方面均得到理
想的加工。为此，我们倾尽全力。我们对于切割机、粉碎机、精密粉碎机、搅拌机、冷
冻肉切割机和生产线持续加以改进，迄今已有 135 年之久。今天，我们是全球范围内食
品加工行业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MASCHINENFABRIK LASKA Gesellschaft m.b.H.
Makartstraße 60 · 4050 Traun · 奥地利
电话：+43 7229 606-0 · 电子邮件：laska@laska.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