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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为生产线末端包装线带来增
值
维护快捷、操作简便是 IMACH SRL Innovative Packaging 
Solutions 公司产品理念的一部分。因此，这家意大利机器制造商
决定选用 Vision 熔胶机，作为工业热熔胶喷涂应用的新一代标准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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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终端上设有 LED 指示灯的 Vision 熔胶机在智能终端上设有 LED 指示灯的 Vision 熔胶机

客户

IMACH 公司位于意大

利圣阿波利纳雷 (Sant' 

Apollinare)，致力于为客

户开发生产定制化生产线

末 端 包 装 系 统 。 这 家 原

始 设 备 制 造 商 使 用 智 能 

Vision 熔胶机和创新型 

Performa 加热喉管实现

自动化粘胶剂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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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单已拟定完毕。一切都已梳理

清楚。机器制造商 IMACH 的技术负

责人 Massimo Di Paolo 即将为其客

户 Caffè IZZO 提供乐佰得 Concept 

熔胶机、Enduro 加热喉管和 AX 喷

枪，用于自动化运输包装粘合。但就

在此刻，Massimo Di Paolo 突然接到

了乐佰得意大利地区销售经理 Marco 

di Tullio 的电话。 

虚拟全球首发活动

“我们将在 2021 年 3 月 17 日举行

虚拟全球首发活动，推出一批创新产

品。”Marco di Tullio 说道，“我特

地邀请 IMACH 参与活动，是因为我

深知贵公司是一家锐意创新的机器制

造商，而我们的 Vision 智能熔胶机和

新型 Performa 加热喉管与贵公司的

产品理念完美契合。” 

维护快捷

IMACH 是一家年轻的公司，位于意

大利弗罗西诺内省 (Frosinone) 圣阿

波利纳雷 (Sant' Apollinare)，致力于

为客户开发生产定制化生产线末端包

装系统。“我们非常注重确保客户能

够快速维护我们的系统，并轻松完成

整个包装过程所需的操作。”IMACH 

技术负责人解释说，“当然，对于胶

粘剂喷涂系统也同样如此。”“当我

在虚拟展会上看到乐佰得 Vision 的智

能终端和可供接触所有维护相关部件

的维护门时，我便立即要求乐佰得为 

Caffè IZZO 项目提供新的报价。”

现在，这套 IMACH 生产线末端包装

系统正在 Caffè IZZO 位于意大利阿

纳尼 (Anagni) 的生产设施中全速运

行。该系统利用自动锁定底座支起运

输纸箱，通过顶部装载法，每分钟最

多可将 750 个咖啡胶囊装入纸箱，

每箱规格可为 50、100 或 150 个咖

啡胶囊。在生产线末端，一个乐佰得 

AX Diamond 喷枪间歇性地将两条热

熔线喷涂在两块较短的顶盖压板上。

然后将较长的顶盖压板短暂压合。每

分钟可粘合大约 15 件二级包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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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让客户的使用体验
更加轻松。Vision 熔胶机和 
 Performa 加热喉管完全符合我
们的产品理念：确保喷胶系统集
成简便、操作智能化、维护快
捷。”

Massimo Di Paolo

技术负责人

IMACH SRL Innovative Packaging Solutions

后，它们将直接摆放在超市的货架

上。

 

喷胶干净利落，操作智能化 

地区销售经理 Marco di Tullio 兴奋

地说：“Vision 开创了熔胶机的全新

维度，因为它能快速精确地调节加热

温度，并能确保稳定的输送压力。”

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借助实用

的 PrimeConnect 快插式接头、利

用完全绝缘的 Performa 加热喉管将 

Vision 与喷枪相连，从而为胶粘剂保

温，以确保其粘度不变。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得以实现均匀可靠的胶粘剂

喷涂。” 

对 Gruppo Izzo 的企业家 Viviana 

Izzo 来说，确保干净利落、稳定可

靠地粘合包装至关重要。“我们的

客户已经习惯于享受一流品质。”

自 1975 年以来，这家烘焙坊、混

合咖啡及自动咖啡机制造商一直在向

酒店、酒吧和餐馆供应产品。2010 

年，该公司也开始向个人家庭提供咖

啡。2016 年，该公司开始生产粉囊

包和咖啡胶囊，使得包装过程变得越

来越耗时。“以前，我们都是用胶带

人工封装运输纸箱。”Caffè IZZO 创

始人的女儿 Viviana Izzo 说道，“但

后来我们不得不设法提高包装过程的

生产效率。”针对 Vision 配备的智能

终端，她补充道：“Vision 先进的操

作理念非常适合我们。彩色 LED 灯

让我们的操作人员在远处即可了解运

行是否顺畅，并知道何时需要加注胶

粘剂。”

出色的能效

IMACH 技术负责人 Massimo Di 

Paolo 对该机十分满意：“这款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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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mo Di Paolo (IMACH)，Marco di Tullio（乐佰得），Viviana Izzo (Caffè IZZO)

熔胶机比其前辈 Concept 的能耗降

低了 20%。结合 Performa 加热喉

管，我们现在可以在包装系统中整合

一套高能效胶粘剂喷涂系统，显著提

升喷胶工艺的可持续性。”Marco di 

Tullio 笑道：“谁能想到，Vision 是

如此令人一见倾心。”不知 IMACH 

是否知道，这台 Vision 是全球售出

的首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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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佰得
乐佰得以可持续的创新胶粘剂喷涂系统优化工业热熔胶和冷胶的喷涂。自 1975 年以来，

乐佰得不断开发和生产高品质控制器、喷枪、熔胶和定量系统，使喷涂工艺更环保、更

安全、更容易。乐佰得集团总部位于瑞士穆里（Muri），在 80 多个国家与地区设有办事

处。全球 670 多名敬业的员工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快速服务。

www.robatech.com

记者联络
Kevin Ahlers，市场总监

marketing-pl@robatech.ch

您也可以联系您所在地的乐佰得新闻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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