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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夥伴 
分享一樣的價值與願景 

中國 

• 統一企業集團(武漢) 
• 統一企業集團(崑山) 
• 統一企業集團(瀋陽) 
• 統一企業集團(合肥) 
• 統一企業集團(廣東) 
• 統一企業集團(鄭州) 
• 統一企業集團(昆明) 
• 統一企業集團(南張) 
• 可口可樂集團(北京) 
• 可口可樂集團(瀋陽) 
• 可口可樂集團(青島) 
• 上海申美飲料有限公司 
• 頂新集團(武漢) 
• 頂新集團(重慶) 
• 久津實業(波蜜果菜汁) 
• 廈門銀鷺集團 
• 三得利集團(集團)湖南太子奶集團 
• 佛山海天調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同珍集團(廣州) 
• 屈臣氏香港 
• 未來趨勢國際集團 
• 仙樂製藥有限公司(廣東) 
• 北京紅林製藥有限公司 
• 益華集團 
• 凱美塑膠集團(中國) 
• 泰山集團(中國) 
• 李錦記(香港) 
• 李錦記(廣州) 
• 宏全國際集團(太原) 
• 晶通塑膠有限公司(浙江) 
• 錦江麒麟飲料食品(上海) 
• 法國雀巢有限公司 
• 紫泉飲料工業有限公司(上海廠) 

 
 

 

台灣 

• 統一企業 
• 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蘋果西打) 
• 青春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蠻牛) 
• 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保力達B) 
• 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佳格食品(桂格) 
• 泰山集團 
• 苗栗農會 
• 圓山農會 
• 羅東農會 
• 溪州農會 
• 外埤農會 
• 嘉南羊乳 
• 高屏羊乳 
• 高雄農場(鮮乳) 
• 高大牧場(鮮乳) 
• 花蓮酒廠(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 屏東酒廠(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 善化酒廠(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 台中酒廠(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 嘉義酒廠(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 龍潭酒廠(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酒廠(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 馬祖酒廠(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 金門酒廠實業有品有限公司 

三洋藥品工業公司(國安藥品) 
• 救人製藥(人參口服液) 
• 黑人製藥 
• 明通製藥 
•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IS Bio Pharmaceutical Co Limited 
• 漁人製藥 
• 南都化學製藥 

 

• 丸莊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丸莊醬油) 
• 三鷹食品有限公司(黑龍醬油) 
• 允統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民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盈豐企業有限公司 
• 東潤水資源(幸福水泥) 
• 東發生物科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大鵰藥酒) 
• 家鄉集團 
• 味丹集團 
• 南寶樹酯 
• 宏林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可口美 
• 台灣白蘭氏雞精 
• 越氏集團(礦泉水) 
• 台灣麒麟科技 
• 黑松集團 
• 台糖集團 
• 宏全國際集團 
• 益全食品 
• 台灣比菲多 

 
 
 
 
 
 
 
 
 
 
 
 
 
 
 
 



日本 

• 麒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三得利集團(Suntory) 
• Aqua Clara 日本 
• 康納國際有限公司 
• Alliance Co INC 
• Aka Food Co Limited 
• Ishikawa Brewery 
• Nikki ASB Kikai Co Limited 
• Owasemeisui Co Limited 
• Toyotomi Milk Products 
• Seicomart  京極 Co Limited 

中東 

• Al-Manhal Water Factory Co.  
• Al Oyoun Water Factory Co.  
• Springs Beverage Factory Co. 
• Al-Wadi Water Co 
• MEMCO Co. 
• Al Qassim Health Water 
• MEMCO Co. 
• Metito Arabia Industires 
• M. Abudiyab St. 

 
 
非洲 

• VEEVEE PAPER (奈及利亞) 
• Alemayehu Nigussie Mineral Water Factory(衣索比亞) 
• National mineral Water Co. (Oman) 
• Mercu-mainz/Elmech-razvoj(Croatia) 
• Bekele Adenew Water and Juice Factory(衣索比亞) 
• Miftah Anso Mohammed衣索比亞) 

 
 

 

菲律賓 

• ZEST.O Cooperation 
• WELL HAND INDUSTIRAL CORPORTION 
• Phil Spring water resources 
• Tropical Fruit Asia Corp 

 
 

 
馬來西亞 

• Power Root(M) SDN BHD 
• Kickapoo (M) SDN BHD 
• Founder Machinery (M) SDN BHD 

 
 
 

 

泰國 

• Food and Drinks Public Co Limited 

印尼 
• PT. SINAR SOSRO 
• PT. Nusantara 
• PT. Mayora INDAH TBK 
• PT. Kinoaid Indonesia 
• PT. Sari Segar Alami 
• PT. Futami Food and Beverages 
• PT. Mitra Anugrah Pratama Sejahtera 

全球合作夥伴 
分享相同的價值與願景 



公司簡介 
我們所堅持的價值 

峪豐機械，創立於1987台南台灣。我們俱備規畫、設計及製造獨立或
整廠的相關生產設備的包裝、充填、處理技術，並將這些優良的設備
提供給在世界各地的客戶。我們在此領域超過30年的豐富經驗，以及
對機械製造的熱誠，使我們能夠提供全球超過70個不同的國家以客戶
為導向的產品。這是我們的榮幸，並與客戶分享創新和現場驗證技術
的承諾。我們期待著更多成功的案例。 

• 飲料充填及封蓋技術 
• 容器殺菌清潔技術、回收瓶洗瓶機及殺菌機 
• 飲料產品處理設備 
• 包裝及疊卸棧技術 
• 輸送帶技術 
• 整廠產線規劃設計、 安裝、 以及試車 
• 售後服務、 維護及系統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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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廠礦泉水線 
非碳酸性飲品 

關於峪豐機械非碳酸性飲品整廠產線規劃，例如礦泉水，
高氧水，以高品質跟高良率為目標，涵蓋各生產階段包
含水處理、 吹瓶機、 CIP系統、充填、貼(套)標、檢查、
包裝跟疊棧。 

• 額定產能:4000~60000 瓶/時 
• 適用產品: 礦泉水、果汁、茶飲 
• 充填方式: 重力式、定量或定液位式充填  
• 適用容器及容量:PET瓶及玻璃瓶，容量200~2000ml 
• 試用瓶型:圓瓶、方瓶及長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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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廠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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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處理系統 

CIP清洗系統 吹瓶模組 

套標機 

清洗 

紙箱包裝機 

疊棧機 

緩衝區 

日期印刷 

水滴去除˙ 

空氣輸送帶 

輸送帶 

洗瓶充填封蓋機 



NM SERIES 
全自動空瓶整列機 

NM系列自動整列機是一台高穩定性，皮帶形式跟高靈活性的機種。針
對PET空瓶的整列目的而開發設計。倒入機台內的PET空瓶，透過多組的
彈性皮帶進行帶動及整列。皮帶上的工程彈性橡膠層，可避免空瓶在整
列及輸送中，表面產生刮傷或變形。當空瓶規格不同時，可透過手輪進
行輸送皮帶間距的調整。減少調整所需的時間。 

 
在必要的時候，可整合調整式空氣輸送帶來處理不同的瓶高。也可因瓶
身重心的位置不同，在機械出口端採用吸真空輸送帶來維持瓶輸送的穩
定性。高達每分鐘400瓶穩定輸出的表現，讓NM系列自動整列機成為中、
高速生產線的最佳選擇。透過可程式邏輯控制器控制，可簡易的整合至
現有或新的生產線中。 

• 額定產能:4000~24000 瓶/時 
• 適用容器: PET , PP 及PE瓶 
• 適用瓶型: 圓瓶，方瓶及長方瓶 
• 機械材質:SUS304不鏽鋼跟防鏽處理碳鋼 
• 可調整式空氣輸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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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S SERIES 
全電式雙軸延伸拉吹瓶機 

全電式雙軸延伸拉吹瓶機，是新一代線性PET平拉伸吹塑成型機。
配備伺服技術和全電動機械系統。與先前機種相較，最多可節
省多達30%的能源消耗。採用小節距鏈瓶口錐設計，在固定的
距離內，可加熱更多的瓶配 
 
採用伺服驅動瓶胚傳輸系統，達到高速和可靠的瓶胚傳輸，吹
瓶機透過伺服驅動夾合系統與凸輪同步，達到可靠與穩定的吹
瓶作業。當與充填封蓋機結合時，可整合為吹灌旋系統。 

• 產能: 4000~24000 瓶/小時 
• 適用材質: PET, PP, 及PE瓶 
• 適用瓶型:圓瓶，方瓶及長方瓶 
• 設備材質: SUS304不鏽鋼及防鏽處理碳鋼 
• 相關設備: 調整型空氣輸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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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S 系列 

透過入口星狀輪與瓶胚鍊條的完美同步，可穩定的將瓶胚穩定的置入並
進行瓶胚加熱。星狀輪上裝設有過載扭力限制器來提供額外的入胚保護。
小節距設計，可以大幅度提高在加熱段的瓶胚數量，比傳統機型減少約
30%的能源消耗。具備高穩定性與重複性。 
 
• 自動瓶胚剃除裝置 
• 小節距設計 
• 過載扭力限制器 
• 伺服驅動系統 
• 高穩定性的瓶胚傳輸 

入口星狀輪 
高性能與高穩定性 

小節距瓶胚鍊條 
大幅度減少能源消耗及空間 

在加熱區段，小節距的瓶胚鍊條設計，可在同樣的空間內加熱更多的
瓶胚，達到節省能源及提高產能之目的。在加熱區段設計有牙口保護，
可避免牙口因為加熱而變形。模組化加熱模組，提供良好的熱氣循環
設計並達到熱平衡，完整並平均的加熱瓶胚。 
 
• 節省高達30%的能源 
• 穩定的瓶胚旋轉來達到平均的瓶胚加熱 
• 可快速進行加熱模組的調整與更換加熱燈 
• 小節距設計，減少機台尺寸及減少能源消耗 
• 平均完整的瓶胚加熱。 

機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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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 系列 

R SERIES 
自動轉盤式洗瓶機 

R系列轉盤式洗瓶機，是一台多段式及高度靈活性的清潔設備，針對PET、
PP、PE及玻璃瓶的清潔所開發設計，專利的分水盤設計，讓空瓶可在同
一個洗瓶模組下，可採用探入式跟多段式噴洗，達成所需潔淨度之需求，
同時也避免殘留過多的水分。 空瓶透過輸瓶螺桿漸進式等距後，再透過
星狀輪平穩的送入洗瓶模組內。透過專利的洗瓶夾爪進行空瓶的夾持、翻
轉、噴洗及轉正等作業。 
 
R系列轉盤式洗瓶機具備高度的靈活性跟穩定性，精簡化的機械結構設計
可提高空間的運用，整合多種的安全裝置可確保操作人員在操作機械時的
安全。具有高達800瓶/分的產能，可依客戶需求提供最好的清潔方案。
整合人機介面及可程式邏輯控制器，提高操作人員對於緊急狀況的反應力
與除錯能力，這台設備可以規劃整合至現有或新的生產設備中。 

• 額定產能: 4000~48000瓶/時 
• 適用容器:PET、PP 、PE及玻璃瓶 
• 適用瓶型:圓瓶、方瓶、長方瓶 
• 機械材質:SUS304不鏽鋼跟防鏽處理碳鋼 
• 可調整式空氣輸送帶 
• 設備材質: SUS316L 及SUS304食品級不鏽鋼 
• 兩段式噴洗流程 

 
 
 

 
 

進瓶輸瓶桿 
 最佳穩定性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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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3 
2 

4 

一段式噴洗流程  

二段式噴洗流程 

1:第一段噴洗 
2:自然重力滴水 

1:第一段噴洗 (回收水) 
2:自然重力滴水 
3:第二段噴洗(潔淨水) 
4:自然重力滴水 

專利夾瓶器設計 
在清洗的過程中，以專利式抓瓶
設計來維持穩定性。清洗中以食
品級工程橡膠抓瓶頸避免造成瓶
子表面受損。整合插入式清洗噴
嘴達到最佳清潔效果。 

分水盤 
專利分水盤可利於兩清洗階段
以上流程可於單一清洗模組中
使用。 
如客戶需要，也可將CIP及清洗
噴頭整合至系統中。 

洗瓶模組 
高可靠性及高效率，不掉瓶 

多段式洗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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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SERIES 
非碳酸性飲料自動充填設備 

SM系列全自動洗瓶充填封蓋機，是針對非碳酸性飲料的充填需求所設計
開發。適用於如礦泉水、果汁跟茶飲料等產品。採用重力回流式充填原
理，及氣液分流技術達成高精準度的產品充填。透過優化設計的充填注
液器，可達成精準的液位充填且回流量可控制在3%以下。 
 
透過全自動化CIP/SIP循環系統，執行符合食品安全法規所需的CIP及SIP
流程。採用夾瓶頸懸吊式設計，在瓶頸尺寸一致的情況下，只需透過更
換少部分的零件，就可達成快速換型，減少設備換型停機時間。洗瓶部
分可採用探入式跟多段式噴洗，達成所需潔淨度之需求，同時也避免殘
留過多的水分。可整合高效率網(HEPA)於機台上方，使其機台內部達成
正壓，避免外部汙染源進入充填區域內。 

• 產能: 4000~60000瓶/時 
• 適用容器:PET, PP 及PE瓶 
• 適用瓶型:圓瓶、方瓶、長方瓶 
• 設備材質: SUS316L 及SUS304食品級不鏽鋼 
• 適用產品: 非碳酸性飲料，茶、果汁及礦泉水 
• 適用蓋型:塑膠蓋及壓蓋 
• 相關設備:HEPA正壓裝置，CIP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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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洗瓶充填封蓋機 
       高潔淨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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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段式洗瓶模組 
    最佳的穩定性及重複性 

整合符合醫藥等級的複合式材料分水盤，在一個洗瓶模組中，可執行最
高二段的洗瓶條件，包含瓶外噴洗。例如回收水洗瓶，潔淨水洗瓶。也
可採用熱風殺菌之機構，透過熱風將瓶內進行乾燥 
 
• 夾瓶時不會傷其瓶口 
• 翻瓶及洗瓶過程中不掉瓶 
• 採用符合醫藥級的接觸材料 
• 專利式分水盤，無傳統式因彈簧疲乏而造成漏水問題。 
• 進水壓力感應，確保洗瓶壓力 

高潔淨度設計充填模組 
   模組化專利注液器 

採用專利重力回流式充填原理，達成快速及液位精準的產品充填。
採用氣液分離充填技術，不會因為瓶內排氣所造成的產品二次汙染
問題。安裝CIP杯之後，可透過程式自動控制並執行CIP及SIP流程，
達到符合FDA及EHEDG規範的管路潔淨度。 
 
• 精準的定液位充填 
• 全自動CIP及SIP流程 
• 專利重力回流式充填技術P 
• 與瓶口接觸材質為醫藥級矽膠 
• 鋼筋充填模組結構，大幅度提高機台穩定性並降低噪音 
• 輕量化機型設計，減少耗電量 
• 快速換型設計，提高產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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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蓋模組 
   快速安裝及維修模組設計 

封蓋模組是決定成品是否有完整的密封之關鍵，可調整式的封蓋
頂壓及扭力，可以確保每個蓋子都有確實的密封於瓶口上。維修
時可執行快速拆解，減少維修所需的時間，減少機台停機之產品
損失同時也提生產線效率。 
 
• 模組設計能快速安裝及維修 
• 可調整式封蓋頂壓及扭力 
• 可選用間歇式封蓋扭力或是連續式封蓋扭力 
• 高剛性止旋刀(瓶頂針)設計，避免刮傷 1 

2 

3 

4 

5 
7 

8 

9 
6 

10 11 

12 

流程圖 

1: 清洗入口處星狀輪 
2. 第一段清洗及自然重力滴水 
3. 第二段清洗及自然重力滴水 
4. 第三段風刀(依設計而定) 
5.自然重力滴水  
6. 充填入口處星狀輪 
7: 瓶子上升進行充填作業 
8. 充填階段 
9.  瓶子下降 
10: 封蓋入口星狀輪 
11. 封蓋 
12 排瓶星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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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L SERIES 
全自動高速套標機 

新一代GSL系列全自動高速套標機，採用高速伺服控制的最新技術進行精
確的標籤切割及套入。全機狀態和功能皆可透過人機介面控制及進行監
測。以方便更換及安裝的理念來設計標籤切割刀，使用者功能導向設計，
可大幅度提高機台操作人員對於機台的掌握性。 

• 產能:4000~48000瓶/ 小時 
• 適用材質: PET瓶, PP瓶, 及PE瓶 
• 適用瓶型: 圓瓶，方瓶，長方瓶 
• 設備材質: SUS304不鏽鋼及鋁合金構成 
• 可整合自動接標系統 
• 快速產品換型跟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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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P SERIES 
全自動落差式裹包機 

MWP系列全自動落差式裹包機，是針對PET瓶或是鋁鐵罐的包裝需求所
設計開發。採用同步運動式間歇式傳動機構，可以穩定的將紙箱跟產品輸
送於包裝站之間。另外，有別於傳統汽缸式落差支撐設計，同步式落差支
撐設計可以避免汽缸因使用時間長後所造成的延遲跟時間差而間接造成落
瓶不穩狀況。本機經過精心設計以處理例如PET瓶，標準易拉罐及短罐容
器等全方位產品。 
 
簡化機械傳動設計，減少組件來達到以最少的停機時間進行維修工作。
MWP系列裹包機是您包裝線中一個高靈活，可靠性強的解決方案。人機
介面即可編程邏輯控制器提供上游及下游機器之間一體化方面具有高靈活
性，非常適合中小型產線需求。 

• 產能: 20~28箱/分 (依瓶尺寸而定) 
• 適用容器: PET瓶，PP瓶，PE 玻璃瓶及標準鋁鐵罐  
• 適用瓶型: 圓瓶，方瓶，及長方瓶 
• 設備材質: SUS304不鏽鋼及防鏽處理碳鋼 
• 適用產品: 紙箱跟紙盤 
• 相關設備: 熱熔膠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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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同步間歇傳動機構 
採用同步式間些傳動機設計，透過特蘇角
度的間歇分割器，達成穩定的箱體輸送。
同時，也驅動落差瓶底支撐裝置，達成高
穩定的輔助落箱進箱作業。 

高容量的紙板儲放架 
一個空的紙板儲放架可以支撐
200-300個空紙板，可以減少人員
補充紙板的時間。維修時間少且降
低停機所造成損失。單一的紙板則
透過無桿缸，穩定的送入落箱區，
等待裝箱。 

人機介面 
整合彩色人機介面，透過圖式明確
顯示出此機台運作狀況。當機械有
問題產生時，會以圖示顯示於操作
介面以，並同時將此除錯紀錄於歷
史頁面。 

快速換型及調整 
採用人性化快速換型設計，可以大
幅度的減少人員換型的時間。距離
調整方面，也透過類比的距離顯示
器，協助操作人員快速換型。 
 

穩定的熱熔膠噴膠 
採用大廠諾信(NORDSON)生產的熱
熔膠機，可以達成穩定且精準的噴膠
作業，也可依照生產需求，控制所需
的噴膠量或更換不同口徑的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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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優勢 

兩種規格的包裝方式 
同一個機台上，更換配件後可以採用
全裹包式的包裝方式，或者是半紙盒
式的包裝方式，有利於您針對不同的
市場需求，進行包裝形式的更換。具
備高度的靈活性。 

穩定的產品落箱 
同步化的間歇傳動機構，可以大幅
度降低傳統式裹包機因使用時間長，
而造成的落差延遲，或者是落箱不
穩定等問題。產品落箱，紙板預折，
噴膠作業跟壓箱成型等作業，一次
同步到位完成。 

穩定紙箱成型 
透過多組的紙箱壓箱成型汽缸，同步進
行上側跟左右兩側的紙板側壓成型。達
成穩定且牢固的噴膠後紙板成型作業。
整個紙箱成型機構可透過手輪，快速的
調整高度跟寬度。大幅度提高操作性。 

開放式架構設計 

採用開放式架構設計，除了減少藏汙
納垢的缺點以外，也同時提高維修的
簡易性。透過彩色人機介面的指引，
維修人員也可以進行快速除錯，減少
機械停機時間並同時提高產線效率。 

穩定紙箱吸取 
透過真空泵產生穩定的真空，提高紙
板吸取的穩定性。依照紙板尺寸，配
置一定數量的吸盤，避免因吸力不足
所造成的紙板卡紙或者是吸紙不完整
等問題。 

產品落箱定位確認 
位於產品落箱區域，設計產品落箱確
認裝置，只要其中一個感應器偵測的
無產品，或者是落箱不完全，則會限
制紙箱的移行，避免因落箱不完全後，
移行所造成的機構撞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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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 SERIES 
全自動低床式棧板機 

CPT系列是一台低床式、高度靈活度及可靠度的疊棧設備。針對全包或
半包式的紙箱的疊棧作業所設計。此機型可依產品類別，進行不同排列
組合的疊棧。整合操作者導向的人機介面來提高生產效率。強化的機械
結構設計，可確保穩定及高速的疊棧作業。產品堆疊高度及排列組合可
依需求調整，讓您的生產線可具靈活性。 
 
平穩的棧板輸送平台，使CPT系列低床式棧板機可在不更改機械結構下，
處理同尺寸規格的標準木製或塑膠棧板。平均產能為35箱/分，適用於中
低速生產需求。 
 

• 產能: 20~40箱/分 
• 設備材質: 防鏽處理碳鋼跟SUS304不鏽鋼 
• 適用箱體: 全裹包式紙箱或捆包膜半紙盒 
• 適用棧板: 1000~1300 標準塑膠棧板及木棧板 
• 其他設備: 滾筒高速轉向裝置 
• 預編程堆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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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強化機械結構 
結合強化式機械結構跟平衡式荷重設
計，使紙箱在上升下降的過程中，可
穩定的堆疊於棧板上方。在高荷重的
狀況下，也不會造成劇烈的晃動，具
備良好的穩定性與重複性。 

優異的控制系統 
疊棧機式透過高階可程式邏輯控
制器，控制整個升降平台的家減
速跟煞車，可以緩衝紙箱裝載過
程中的慣性，大幅度的延長零件
的使用壽命並減少磨耗。 

高速產能 
透過滾筒轉向台的方式，可以達成高
達40箱/分的產能。在轉向的過程中
也不需要與箱體接觸，大幅度的減少
因轉向碰撞而造成的紙箱凹陷或破裂。 

高靈活性 

透過程式控制並預存多規的排列
組合改變時，可透過人機介面進
行快速的換型，減少停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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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廠熱充填生產線 
醬料類產品及果汁 

水處理 
系統 

洗瓶充填 
封蓋機 

空瓶整列機 
倒瓶殺菌 

日期印
刷機 

包裝  

疊棧機 

洗蓋機 

送蓋機 

CIP  
系統 

裹包機 

熱充廠生產線是針對含有高糖分產品，例如柳橙汁，茶
類及跟高蛋白質產品，例如醬油跟油膏等充填需求所設
計製藥。峪豐機械所設計的熱充填生產線，具備高度的
品質及生產效率。是您可信賴的設備。殺菌及CIP系統
也為此熱充填生產線重要的一環。 

產品 

• 產能: 4000~60000瓶/時 
• 適用產品: 果汁，茶類及醬油 
• 充填方式:重力回流式，等壓，真空 
• 適用容器: 200~2000ml 的PET瓶及玻璃瓶 
• 適用瓶型: 圓瓶，方瓶及長方瓶 

檢查機 

產品處理 
巴士殺菌機 

及 
冷卻回溫機 

套(貼)標機 

P5 

P37 

P43 

P45 

P49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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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G SERIES 

 
高黏稠度產品洗瓶充填封蓋機 

SMG系列洗瓶充填封蓋機，是針對充填黏稠度較高的產品所設計開發。採用重力
負壓式充填方式，可充填黏稠度10000CPS以下高起泡性之產品，例如醬油，蜂蜜
及食用油等。採用探入式洗瓶系統，空瓶先經由熱水洗瓶後再經過無菌空氣，使瓶
內水分殘留量少於標準值。 
 
整合全自動化的CIP/SIP清洗設計來執行符合食品安全法規所需的CIP及SIP流程，
洗淨後的空瓶再經過氣壓式頂瓶桿支撐並進行升降，氣壓式頂瓶桿擁有頂壓可調整
之特色，可針對不同的瓶型及規格調整適合的頂壓。可避免瓶口歪斜嚴重的玻璃瓶，
過度的撞擊充填注液器而造成注液器變形。對於洗瓶而言，噴嘴置入及多階段清洗
流程皆可與此系統整合以達到最佳洗瓶成果。 

• 產能:60~400瓶/分 
• 設備材質:SUS304及SUS316不鏽鋼 
• 適用瓶材質: PET瓶，PP瓶，PE瓶及玻璃瓶 
• 適用蓋型: 爪蓋，塑蓋，王冠蓋 
• 適用產品: 醬油，蜂蜜及食用油等 
• 相關設備: 送蓋機，HEPA正壓裝置，蒸氣抽取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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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專利氣壓式頂瓶桿 
  最佳穩定性及避免碰撞設計 

第三代專利的氣壓式頂瓶桿設計，可調整空瓶升降的緩衝力道，
避免瓶口歪斜的空瓶過度的衝擊充填注液器。當玻璃瓶輕微變
形，扭曲，此氣壓式頂瓶桿可以達到保護機器的功用。 
 
• 極低氣源損耗量 
• 無彈簧老舊造成頂壓變化之問題 
• 可依照瓶特性，調整頂壓 
• 大幅度減少破瓶及爆瓶等可能性 
• 開放式設計，無藏汙納垢之問題，符合食品安全法規 
• 低維護費 

多段式洗瓶模組 
  自動探入式噴嘴達到優良清潔效果 

以全新的設計理念為出發點，針對設備的靈活性與穩定性進行全面的
提升。全面性解決了充填高黏稠度產品時所產生的高起泡性、 液位
不平均、 水分殘留及潔淨度等問題。將所有設計上的優點及實際經
驗完整的集於此設備中，使高黏稠度產品充填工藝達到了新的境界。 

多段式洗瓶 

全自動CIP及SIP 

整合FDA認證複合式分水盤，在一個洗瓶模組中，可執行最高
二段的洗瓶條件。例如回收水洗瓶，潔淨水洗瓶及空氣吹除殘
留水。也可採用熱風殺菌之機構，透過熱風將瓶內進行完全乾
燥。 

採用高成熟度的回流式充填原理，比起傳統設計，在充填頭數
減半的情況下，也可以達到相同的充填速度及精度。可執行自
動的CIP正洗與逆洗，達到產品生產所需的潔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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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中央集中潤滑盤設計，透過一
進一出油管配置，維修人員可以快
速地確定位置，潤滑油是否正確地
注入所需位置，提高零件壽命及穩
定性。 

集中潤滑設計 

採用懸吊式傳動系統，大幅
度提高機板下方的潔淨度，
維修人員可以輕易地進入機
台下方，執行年度維修及調
整扭力。 

懸吊式傳動系統 高精度的液位控制 
液位控制對高黏稠度產品來說，其
關鍵點為泡沫的處理。透過特殊設
計的回流式充填頭，大幅度的減少
泡沫對於成品充填液位的影響。達
到高精度的液位控制。 穩定的封蓋 

模組化的封蓋頭，可透過簡易
的調整裝置，調整封蓋頂壓根
扭力。使封蓋的密封性達到均
一化跟標準化。維修時，可快
速拆解封蓋頭並同時替換新品，
減低因停機所產生的損失。 

低噪音跟高穩定性 
採用懸吊式傳動系統，並減少
整體零件的數量，在不改變穩
定性跟結構強度的原則下，大
幅度減輕機構重量，延長設備
使用年限。高精密度的齒輪傳
動咬合，達成低噪音及低震動
之效果。 

高潔淨跟高效率 
依歐規EHEDG高階食品機械潔
淨設計原則，管路及零件設計時，
避免死角產生，使設備可透過自
動CIP跟SIP系統，全自動進行設
備之CIP清潔。在安裝CIP杯後，
不需拆除機台上的零件，即可執
行CIP自動清潔。 

您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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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SERIES 
全自動轉倒殺菌機 

LC系列轉倒殺菌機是針對熱充填產品的殺菌而開發設計。當產品充填
後，轉倒殺菌機會將容器轉倒到一個特定的角度，使容器內的產品可
以接觸的瓶蓋底部。由於該產品仍處於高溫狀態，利用熱能來消毒瓶
中剩餘的氣體，有效消毒時間應依照產品特性設計。LC系列轉導殺菌
機之長度會依不同產能而定，如瓶子大小不同無需更換配件。 

• 產能: 60~600瓶/分 
• 殺菌時間依產能而定 
• 有效殺菌傾斜角度設計 
• 機台長度: 6公尺(最少) 
• 適用瓶型: PET及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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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MT SERIES 
全自動加熱殺菌冷卻機跟巴氏殺菌機 

WMAT系列全自動加熱殺菌冷卻機，是一台高穩定性及高靈活性
的機種，針對產品容器的冷卻跟回溫殺菌之目的而設計開發。以熱
充填線來說，當產品在熱充填完後，就必須將瓶子溫度冷卻至包裝
所需的溫度。而這正是此冷卻回溫機的功能所在。 
 
整合高抗摩抗性的傳動網練，進行產品容器在機體內的輸送。在輸
送的期間，產品會持續的受到冷卻媒介的噴灑，並在接近出口時，
達到包裝所需溫度。模組化的冷卻站設計，可依產品需求增加或減
少所需的冷卻站，達到最佳的能源利用。透過管殼式或是板式熱交
換機，達成穩定的加熱。 

• 設備產能: 60~600瓶/分 
• 殺菌時間依產能而定 
• 噴淋站數: 3~6站(依產品所需而定) 
• 整合水滴去除機 
• 適用瓶型: 圓瓶及方瓶 
• 設備材質: SUS304不鏽鋼 
• 整合高耐衝擊鍊條 
• 整合管式或板式熱交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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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 以溫度計來調整控制蒸氣比例 
• 每個清洗槽皆設有人孔設計以利於清潔 
• 機械設備以SUS304不鏽鋼建造 
• 每個曹皆設有雙過濾器以過濾玻璃碎片及大型物品 
• 高導熱係數板或管式換熱器 
• CIP可清洗式噴淋管 
• 噴洗時所產生的蒸汽不會大量的外洩 
• 方瓶或長方瓶進瓶機構 
• 設有產品監控檢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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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P SERIES 
全自動雙曲臂式裝卸箱機 

• 產能: 12~60箱/ 分 
• 適用容器:PET，PP，PE，玻璃瓶 
• 適用瓶型:方瓶，圓瓶及長方瓶 
• 適用箱型:標準塑膠箱及紙箱 
• 適用機種: 裝 / 卸箱 
• 相關設備: 2~8 夾瓶模組 

BRP系列雙曲臂式裝箱機為高速的機種，針對PET瓶及玻璃瓶產品
的裝箱及卸箱需求所開發設計。依抓瓶模組的數量，可細分為單曲
臂式或雙曲臂式的機型。整合使用者導向的人機操作介面，可輔助
操作者並同時提高操作者的除錯能力。模組化的抓瓶模組設計，可
減少換行時間並提升整體生產效率。 
 
流暢的裝箱動作由連桿機械手臂達成，可在高速的裝箱作業中，維
持高水準的穩定性與重要性。可編程邏輯控制器可以讓這台機器可
以很容易地整合到現有的或新的飲料生產線。 
專利的抓瓶頭，可以避免在抓瓶中造成瓶面刮傷。全面防護的安全
裝置可在工作環境中，確保操作人員的安全。適用於高速的生產線
中。約3000箱/ 時的最佳產能，BRP系列為符合您需求的包裝生產
線中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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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快速換型 
採模組化設計，在排列組合不同時，可執行快
速換型。降低因停機而造成的生產損失。 
抓瓶模組採用夾持固定式設計，可輕易的拆卸
與安裝。 

高準確率 
以兩個高扭力步進馬達，採用平行曲動機構設計，可達成
穩定的抓瓶模組之移行跟上下升降。在抓瓶過程中，透過
減速跟煞車的控制，可達極高的穩定性與順暢性。 

簡易操作 
整合彩色人機介面執行全機的運作監控，
設備操作人員可以透過人機跟警報訊息，
執行快速的除錯動作。歷史頁面會有除錯
紀錄以供為參考用 

高效能驅動系統 

採用步進馬達進行驅動，達成精準移行定位。 
透過瓶緩衝裝置進行產品容器的緩衝，避免產
品容器過度擠壓造成變形或刮傷。 

緩衝台 

瓶緩衝裝置在機器的入口，使瓶子能平滑且
穩定的進行排列。當瓶型不同時，可在最短
的時間內進行快速的更換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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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優勢 

• 專利氣球式抓瓶頭避免抓瓶時瓶身受損 
• 以平行曲動機構搭配步進馬達驅動裝置 
• 抓瓶模組化設計利於快速換型 
• 適用於PET瓶及玻璃瓶 
• 碰撞保護裝置 
• 瓶導正框達到平順的瓶載過程 
• 入口處設置瓶緩衝裝置進行產品容器的緩衝，避免過度擠壓造成變形。 

 



55 
HBPAT 系列 

56 
HBPAT 系列 

HBPAT SERIES 
全自動高床式疊棧機 

HBPAT系列全自動高床式疊棧機是專為您的高速疊棧的需求高度靈活
和可靠性所設計的機器。所有的產品配置都存儲在PLC，以利於適應
產品變化。以負載均衡的設計理念達到機械運載平順。這種設計將減
少任何振動和運行過程中機器的穩定性。 
 
兩段式速度控制，透過人機介面的輔助，操作者可以快速並即時的掌
握機械運作狀況，並執行快速除錯。成品紙箱透過輸送帶輸送至包裝
層，並透過推桿及汽缸的推送形成所需的排列組合。當一層的紙箱排
列完成時，自動的放置於位於下方的棧板上。當所需的堆疊層數達成
後，設備會自動的將棧板輸送至後端，並同時的將下一個空棧板送入
機台內，執行下一個週期的疊棧作業。 

• 設備產能: 40~60箱/分 (依產品規格而定) 
• 設備材質: SUS304不鏽鋼  
• 適用箱材質: 紙箱及紙盤 
• 適用棧板: 1000~13000標準的塑膠棧板或木棧板 
• 相關設備: 滾珠轉向裝置 
• 預編程堆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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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平衡起重平台 
平衡紙箱升降平台設計，配置的紙箱陣列自動加載在下面
的空棧板上，一旦堆疊階段完成，棧板將由平台一次下降
一層，由於此設計有平衡配重，升降過程非常平穩且穩定。 

高產能 
高達60箱/分的產能使本機台十分適合高產能產線，滾筒
轉向及推進系統設計達到高速紙箱傳輸及裝載。紙箱可以
藉由此機台設計旋轉90度而無任何碰撞，減少紙箱變形的
機率。 

快速調整 
本機台以快速調整設計來達到所有必要的導軌和汽缸可在
產品更換期間可快速調整，在部分零件更換狀況下，減少
停機時間。 

高容量棧板儲存 
與高容量棧板倉整合，可儲存高達15個空棧板，減少勞工
填充空棧板所耗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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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廠機能性飲料生產線 
針對小玻璃瓶裝飲品所設計 

水處理 
系統 

洗瓶充填 
封蓋機 

空瓶卸棧機 

日期 
印製 

包裝  

疊棧 

送蓋機 

CIP  
系統 

捆包膜機 

整廠機能性飲料生產線是峪豐機械所開發的高端充填系
統。針對小型玻璃瓶裝機能性飲品及藥液所設計。充填
機採用歐規高潔淨度設計，其機台尺寸也比傳統機台減
少了約50%，可大幅度降低潔淨室之建置成本 

完成 
產品 

• 設備產能: 4000~60000瓶/小時 
• 適用產品: 能量飲品或藥液 
• 充填方式: 重力回流是充填 
• 適用容積: 30~1000ml 
• 適用瓶型: 圓玻璃瓶 

檢查機 

產品處理 

巴氏 
殺菌機 

貼標 
(套標) 

P61 

P45 P25 

P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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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 SERIES 
全自動機能性飲品洗瓶充填封蓋機 

SMA 系列洗瓶填充鋁蓋旋牙封蓋機，是針對生產機能性飲料及藥液所需
的高潔淨度，所設計開發。適用於小型的玻璃瓶。主機桌板採用傾斜式
不鏽鋼桌板設計，可使清潔用的殘留水，快速的滑落至四周的水槽，減
少液體附著，提高充填機的潔淨度。玻璃瓶透過特殊設計的星狀輪傳輸，
具備高度的穩定性與順暢度。採用小節距設計，使此機台所需的面積比
傳統機台減少約50%。大幅度減少潔淨室的建置成本。 

• 設備產能: 60~400瓶/分 
• 設備材質: SUS304及SUS316(產品接觸)食品及不鏽鋼 
• 適用容器: 玻璃瓶 
• 適用蓋型: 鋁蓋 
• 適用產品: 機能性飲品及藥液 
• 相關設備: 送蓋機，HEPA正壓裝置，蒸氣抽取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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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縮小機台設計空間 
以產能不變為前提，盡量的縮減零件尺寸與
數量，達成機台設置空間減少50%的目的。
機台尺寸縮小的同時，也大幅度的減少潔淨
室的建置成本。潔淨室控制範圍縮小。 

更節能 
不改變機構強度的情況下，輕量化所
有的機械零件，大幅度減少機構負載，
所需的驅動馬力跟能耗減少了30%。 

依照歐盟EHEDG高階食品機械潔
淨設計理念，採用全不鏽鋼製傾
斜式主機桌板設計，傾斜角度大
於2度。清洗的殘留水可以快速
排出機台，避免殘留，達到高潔
淨之目的。 

透過回流式充填原理，搭配CIP
回流桶，執行全自動正逆洗CIP
作業。如有SIP蒸氣殺菌之需求
時，也可選用耐高溫之零組件，
達成符合製藥廠規範的，10分鐘
121度蒸氣滅菌需求。 

採用專利回流式充填技術，只需
30頭的充填頭數，就可達到傳統
機台50頭才能達成的400瓶/分鐘
(60ml)。大幅度減少機構零件，
降低維修損耗，降低產品接觸之
汙染風險。 
 

傾斜式桌板 

CIP正逆洗/SIP蒸氣滅菌 

高速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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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優勢 

• 與之前模組相較，簡潔的模組設計減少了約50%的空間設計 
• 快速更換零件設計 
• 傾斜式SUS304不鏽鋼桌板設計，達到食品機械潔淨設計理念 
• 可與HEPA正壓系統整合 
• 與人機介面整合 
• 可靠性高的洗瓶及封蓋 
• 低回流量設計，約3%左右 
• 依照不同瓶型自動調整高度 
• 與先前模組相較，減少約20%的能源消耗 

• 模組化封蓋模組 
• 快速更換零件理念設計 
• 符合歐盟EHEDG 及食研所認證之充填頭 
• CIP正逆洗作業系統 
• 採用小節距設計，使此機台所需的面積比傳統機台減少約50%。

大幅度減少潔淨室的建置成本。 
• 採用複合式材料製分水盤 
• 多達兩段式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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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侖整廠線 
PP及PET大容器之飲品 

• 設備產能: 100~600瓶/小時 
• 適用產品: 礦泉水 
• 充填方式: 重力回流式 
• 適用容積: 5~21公升之PET或PP容器 
• 適用瓶型: 圓瓶 
• 適用瓶類: 可回收及不可回收瓶 

水處理 
系統 

預洗系統 

卸空瓶機 
(新瓶) 

日期 
印刷 

疊棧機 

送蓋機 

CIP  
系統 

洗瓶充填 
封蓋機 

檢查機 

貼標機 
(套標機) 

峪豐機械自成立以來，一直為客戶提供高品質的整套加侖生產線將近20
年。加侖充填線不僅是充填量及速度，同時也注重於精準度及CIP過程。
設計良好的洗瓶充填封蓋機會讓您的展品具有高度微生物安全及食品衛
生。在加侖充填線中，節能也是一個關鍵，如果您正在尋找一套節能，
符合成本效益和高性能的解決方案，此加侖線即為您的首選。 

除蓋機 
(回收瓶) 

P69 

P69 

充填封蓋機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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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C系列加侖生產線為定量化充填，間歇式作動及模組化設計的生產設備。
可用於生產3到5加侖容量的瓶裝礦泉水。RFC系列加侖生產線的最大特色
為多段式的瓶清潔系統，可依瓶子汙染的狀況增加或減少清洗站的數量。
清潔液的選擇也可以依客戶的需求進行調整。 
 
整合HEPA高效濾網來增加充填區內的潔淨度，並透過定量化的充填注液
器進行礦泉水的充填。高達每小時600瓶以上的產能表現，可符合區域性
的市場需求。此機種的泵浦系統為獨立式系統，可提高維修效率。整合雙
循環過濾系統，讓操作者在更換濾網時，不會影響到生產效率。 

RFC SERIES 
全自動加侖線 

• 設備產能: 100~600瓶/ 小時 
• 設備材質: SUS304及SUS316不鏽鋼 
• 適用容器: 大型PET及PP容器 
• 適用蓋型: 塑蓋Suitable for plastic caps 
• 相關設備: 送蓋機，HEPA正壓裝置，及雙循環過濾系統，噴嘴 
• 充填方式: 兩段流量式定量充填或重力式充填 
• 噴洗站數: 5~7站 (依客戶需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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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探入式噴洗系統 

在主要清洗站中，除了瓶身外壁的
噴洗，也採用探入式噴管設計。透
過探入式噴管，自動的探入瓶內，
使清潔液體可以完全的噴洗到瓶身
內壁。達成無死角的清洗作業。並
透過反覆的上下作動，提高清潔效
果。 

雙循環過濾系統 
採用雙循環過濾系統設計，可在不停機
的情況下，清洗與更換過濾網，達到生
產效率不變之目的。在過濾網的入口跟
出口端，設有壓力表，可透過壓差，判
定濾網清洗或更換的時間。有自動警報
之需求時，也可裝設壓力感應器，偵測
到壓力過低時，發出警報。 

變頻控制驅動裝置 
不良的傳動設計，會導致空瓶定位偏移，
使噴洗管無法有效的清洗瓶身內外壁。 
為了有效地克服此問題，此設備透過變
頻控制的附煞車馬達，執行精準且壽命
長的鍊條循環間歇動作，使空瓶能完整
的定位於每一個清洗站中。 

兩段式定量充填 
採用兩段流量式定量充填方式，執行產品
的充填作業。第一段為快速充填，達到快
速的充填目的，第二段為慢速充填，除了
達到所需的充填量外，也可避面產品再最
後的充填階段，因為過大的衝擊力而飛濺
出瓶外。 

HEPA正壓裝置 
在充填區域的上方，裝設CLASS100級
正壓HEPA裝置，使充填區域內的壓力
略高於外部。外部非潔淨空氣會因為內
外壓差的關係，無法進入充填區域內，
減少微生物汙染之問題。 

 CIP 在線清洗 
CIP所定義的功能，是在不拆除機械零件進
行外部清洗COP時，可自動的執行與產品
接觸管路之清潔，避免微生物孳生於管路
內壁上，進而污染了產品。此設備設計有
CIP循環管路，在生產完畢時可將CIP杯固
定於充填頭上後，條件符合後，自動執行
CIP在線清潔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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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優勢 

高度客製化 
回收的空瓶會因輸送、使用習慣及區域，
而造成瓶身不同程度的汙染。為了解決
不同的汙染問題，可透過客製化的設備
來達成有效的洗淨效果。一般標準化的
機台，可能會有無法完全洗乾淨之問題。
而客製化的機台則會大幅度的降低此問
題產生。 

高度節能 
透過水槽之間的回收系統，將噴洗過的
酸鹼液體，或是熱水等，回收至前一站
的清洗站進行初步噴洗，這可大幅度的
減少能源的消耗。也可全面性的利用使
用過的回收水。 

高穩定性與重複性 
除了選用高品質的SUS304跟SUS316L
食品級不鏽鋼，作為機械結構及零件外，
市購品也只選用國際大廠之產品。具備
高度的穩定性與重複性。減少維修的停
機損失，也大幅度的提高生產效率與獲
利。 

全球售後服務 
透過高度訓練的專業工程師，進行全
球化的設備售後服務。也可透過年度
設備檢修跟保養，提供報告給客戶端，
讓客戶端可以自行評估設備的狀況後，
進行所需維修或保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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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 
• 1: 外部刷洗及內外噴洗 
• 2: 鹼性或酸性溶液噴洗 
• 3: 風刀及重力自由滴乾 
• 4: 自動插入式清洗 
• 5: 內外部清洗 
• 6: 自動插入式清洗 
• 7: 以充填產品進行最後階段清洗 

可回收容器 

新容器 

• 1: 鹼性或酸性溶液噴洗 
• 2: 風刀及重力自由滴乾 
• 3: 以充填產品清洗 
• 4: 重力自由滴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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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B SERIES 
全自動充填封蓋機 

FCB系列充填封蓋機，是針對非碳酸性大瓶裝礦泉水所開發設計，同時
具備高穩定性與易維護的特點。整合操作者導向的人機介面與靈活的可
程式邏輯控制器，並縮短零件更換及換瓶時間。FCB系列讓您擁有高產
能及低停機率，無論是單使用FCB充填封蓋機或是與其他廠商機械結合
FCB系列機種，皆能達到最高產能每分鐘200瓶，符合您充填線之需求。 

• 產能:100~2000 瓶/小時 
• 設備材質:SUS304及SUS316 不鏽鋼 
• 適用容器: 大型PET及PP瓶 
• 適用蓋型: 塑膠蓋 
• 適用容量: 5~8公升 
• 適用產品: 礦泉水 
• 相關設備: 送蓋機，HEPA正壓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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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取蓋封蓋模組 
穩定及可靠性 

懸吊式傳動設計 
採用懸吊式傳動設計，除了高傳動效率以外還具備低噪音
之優點。透過輕量化的機械結構，減輕減速機及傳動馬達
之負擔。延長設備使用壽命。 

快速換型設計 

採用快速換型設計，當瓶型有更改時，可以在線上執行快
速換型。減少停機損失。 

集中潤滑雙迴路設計 

透過集中潤滑盤，執行潤滑油的定點注油。 
透過雙迴路設計，達成一進一出的潤滑迴路，確保油品的
注入。 

充填系統 
高潔淨充填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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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 SERIES 

 
全自動循環式裝箱機 • 設備產能: 10箱/ 分 

• 設備材質: SUS304不鏽鋼及碳鋼防鏽噴漆 
• 適用容器: PET瓶，PE瓶及玻璃瓶 
• 適用箱型: 標準箱及塑料箱 
• 適用瓶型: 圓瓶，方瓶及長方瓶 
• 機械尺寸: 約長2400*寬1570*高2700 

RP循環式裝箱機，是針對小型產能需求所開發的機種，是一台高度經濟
效益及穩定度的裝箱機。可導入於玻璃瓶跟PET瓶裝產品的裝箱。高度的
作業重覆性、使用者導向人機介面，使這台設備在裝箱機市場上具有優勢。 
 
模組化的抓瓶模設計可減少換型時間，並提高生產效率。精簡化的機械結
構設計可提高空間的使用效率。這台機器可簡易的整合至現有的生產線或
新的生產線中。此機型的紙箱進出口方向可依生產線規劃而改變，提高生
產線的靈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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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固定夾瓶模組 
如果標準箱或一般纸箱作為包裝材
料，因為瓶與瓶之間有的間隙較大，
固定夾瓶模組將會是您所需的最佳
選擇。瓶之間無須間隙調整。 

伸縮性夾瓶模組 

如需以較小纸箱或木箱作為包装材
料，伸縮性抓瓶模組將會是您所需
的最佳選擇。此機台能使瓶子装入
較小的纸箱。並自動完成間隙的調
整。 

循環式傳動結構 
透過循環式傳動結構同步驅動，
抓瓶曲臂透過線性滑軌跟導軌的
引導，進行順暢跟穩定的機構上
下左右移行，提高裝瓶抓瓶的穩
定性。 

快速換模設計 
採用快速換模設計，當瓶型有改
變時，可以快速的更換換型配件，
減少換型所需的停機時間。透過
換模，可以快速更換不同的排列
組合。 

模組化抓瓶模 
採用模組化的抓瓶模設計，
當排列組合有改變時，可以
快速的將整組抓瓶模進行更
換，不需要耗時的單一抓瓶
頭調整。氣球式的抓瓶頭在
抓瓶時，也不會造成刮傷或
變形。 

高靈活性 
此裝卸箱機可使用於PET跟玻
璃瓶的裝箱作業，包裝用的箱
體也可選用紙箱或標準塑膠箱，
可依您的市場需求進行客製化。 
瓶出入口跟箱出入口也可依照
廠房規劃，更改布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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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類飲品生產線 
玻璃瓶裝酒精類飲品 

• 設備產能: 10000~48000瓶/小時 
• 適用產品: 含酒精類飲品 
• 充填方式: 重力式 
• 適用容積: 250~2000ml玻璃瓶 
• 適用瓶型: 圓瓶及方瓶 
• 適用瓶類: 可回收瓶及不可回收瓶 

開箱 

日期 
印刷 

疊棧機 

送蓋機 

洗瓶機 

充填封蓋機 

檢查機 

貼標機 
(套標機) 

洗箱機 

回收瓶洗瓶機
(可回收瓶) 

卸瓶機 
(新瓶) 

卸塑膠箱 

裝箱機 

產品處理 

P11 

P87 

峪豐機械提供客製化方案給用於生產、填充、及包裝氣泡酒、 葡萄酒及
啤酒之客戶。我們為各式各樣的包裝需求及不同的生產需求創建完整的
智能系統解決方案。我們所擁有的經驗及處理酒精類飲品的關鍵技術能
力確保您的產品的優質化。 

P9

5 

P49 

P49 P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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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SERIES 
全自動回收瓶洗瓶機 

BC系列回收瓶系瓶機一台採雙端設計，同步機械式驅動跟高度靈活性的洗
瓶機。針對清洗回收及不回收玻璃瓶的需求所設計。如此龐大的機械竟然
可以在短時間內，清洗大量的瓶子並達到高度的清潔度。為了避免產生污
染，此機台的入瓶端與排瓶端分別位於機械的兩端。這可確保高度的食品
衛生安全。 
 
 先且不提這台機械龐大的結構，超過400組以上的瓶套架與20000萬個以
上的瓶套，只透過一組高扭力輸出的馬達與蝸桿蝸輪驅動。模組化的浸泡
槽結構與標準化零件，可大量的減少維修成本與時間。受汙染的空瓶在機
體內會經過多道的清洗過程，包含鹼液跟熱水的浸泡、噴洗及最終透過多
組的高壓噴嘴做最後的洗淨。 

• 產能: 12000~48000 瓶/ 小時 
• 設備材質:SUS304不鏽鋼及碳鋼防鏽噴漆 
• 適用瓶類: 可回收玻璃瓶 
• 浸泡槽數: 2~6槽 (依瓶況而定) 
• 除標系統: 2~4組 
• 傳動機構:蝸桿蝸輪機構同步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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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端式設計 

清水內外噴洗 

使用清水執行最後一道的噴洗。 
多餘的回收水會溢流至右側槽，
進行回收及再次噴洗循環。 

第一次回收水噴洗 
使用由清水槽溢流過來的回收
水，執行瓶內外循環噴洗。 
多餘的水會再次溢流至右側槽。 

第二次回收水噴洗 

將第一次回收水槽溢流過來的回
收水，再次使用於瓶內外循環噴
洗。多餘的水會溢流至右側的熱
水槽。 

熱水槽 

將第二次回收水槽溢流來的
水進行加熱後，進行瓶內外
浸泡，將多餘的鹼液洗淨。
多餘的水會被輸送至預噴洗
槽進行預噴。 

第四槽鹼液槽 
使用熱鹼液進行瓶內外噴洗及
浸泡。並透過除標籤裝置進行
標籤的去除。採用管殼式加熱
系統進行加熱 

排瓶裝置 

清洗後的空瓶透過凸輪式排瓶
裝置，進行批次排瓶。 

回收水預噴洗槽 

透過由熱水槽回收的水源 
進行空瓶的預噴洗，將瓶
內的汙染物 
做初步的清洗。 

入瓶機構 
透過入瓶機構將空瓶一
列一批次的方式送入瓶
套內。設有卡瓶安全裝
置及空瓶緩衝系統，緩
和瓶推擠壓力。 

第三槽鹼液槽 
       (除標) 

第一槽鹼液槽 
        (除標) 

第二槽鹼液槽 
       (除標) 

使用熱鹼液進行瓶內外噴洗及
浸泡。並透過除標籤裝置進行
標籤的去除。採用管殼式加熱
系統進行加熱。 

使用熱鹼液進行瓶內外噴洗及
浸泡。並同時透過除標籤裝置
進行標籤的去除。採用管殼式
加熱系統進行加熱。 

使用熱鹼液進空瓶浸泡。並透
過除標籤裝置進行標籤的去除。
採用管殼式加熱系統進行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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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端式設計 

透過長時間的熱鹼液浸泡
空瓶，使瓶表面的標籤脫
離並同時清洗瓶內部的汙
染物。 
. 

除標高壓噴洗 

透過強力高壓噴嘴，執行
標籤的移除作業，並使標
籤掉落自下方的除標籤區，
進行初步的集中。 

標籤移除裝置 
透過輸送帶將脫落的標籤，
連續的從機台內移除，並使
其掉落在收集桶內。 

熱鹼噴洗 

透過回收的熱鹼液，進行空
瓶的內外部噴洗，更進一步
的將汙染物移除。 

第二槽鹼液槽 

在此執行第二次的熱鹼液
浸泡，使汙染物完全的從
空瓶上移除。 

第一槽鹼液浸泡槽 預浸泡槽 
透過預浸泡槽，來進行空瓶
的初步浸泡與清洗。將大部
分的汙染物移除。包含香菸
及碎玻璃等雜物。 

清水內外噴洗 
使用清水執行最後一道的噴洗。 
多餘的回收水會輸送至右側槽，
進行回收及再次噴洗循環。 

第一次回收水噴洗 

第二次回收水噴洗 
使用由第一次回收水槽溢流過
來的回收水，再次執行瓶內外
循環噴洗。 

排瓶裝置 

清洗後的空瓶透過凸輪式排瓶
裝置，進行批次排瓶。 

入瓶機構 
透過入瓶機構將空瓶一列
一批次的方式送入瓶套內。 
設有卡瓶安全裝置及空瓶
緩衝系統，緩和瓶推擠壓
力。 

使用由清水槽溢流過來的回收
水，執行瓶內外循環噴洗。 
多餘的水會再次溢流至左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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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平行橫移同步噴洗裝置 
最佳清洗效能 

平行橫移同步噴洗裝置，是峪豐機械為了強化空瓶清洗效果，而開發
的裝置。與旋轉式噴洗裝置比較下，如果噴洗列數相同時，則可延長
噴洗時間大約2.5倍。可大幅度的提高空瓶清洗效果，避免鹼性液體殘
留。 

歐規所採用的旋轉式噴洗系統，噴洗時間較短，但噴洗角度卻大幅度
的優化。使整個空瓶內部都可以完整的受到清潔。相對來說，所需的
零件及消耗品也比較多。 

旋轉式噴洗系統 
 噴洗角度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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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 SERIES 
全自動酒精性產品充填鋁蓋旋牙封蓋機 

FAC系列充填封蓋機，是針對高酒精性產品之充填需求所設計開發。採用
桶內排氣方式設計，整合專利型氣壓式頂瓶桿，可在充填時緩和空瓶的上
升與下降之衝擊力，壓縮空氣的消耗量極低。這也可避免充填頭因瓶頭歪
斜而撞擊變形。充填過程中，透過空瓶導正裝置進行空瓶的導正作業，可
引導瓶口較歪斜的玻璃瓶，順利與充填頭相接充填。在控制方面，採用可
程式邏輯控制器跟工業級人機介面，除了可單機控制以外，也可與既有生
產線達到連控之需求。 

• 設備產能: 12000~48000瓶/小時 
• 設備材質: SUS304及SUS316(產品接觸)食品級不鏽鋼 
• 適用容器: 玻璃瓶及可回收玻璃瓶 
• 適用容量: 250ml~2000ml 
• 適用蓋型: 鋁蓋 
• 相關設備: 送蓋機，HEPA正壓裝置及CIP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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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旋牙封蓋模組 
快速維修及高穩定性 

精準液位 
由EHEDG認證的充填頭設計具有最高
衛生條件。經由CIP清洗可確保食品衛
生及微生物安全，所有與產品接觸的機
械部件皆由SUS316L不鏽鋼製成。 

低能源耗損 
輕量化結構設計，與先前型號相較，在
相同的機器質量和性能下，能源消耗降
低了20%。 

模組化設計 
所有零件及封蓋元件皆為模組化設計，
模組化設計可以在維護方面減少時間損
耗。 

快速換型設計 
所有備品皆有快速換型設計，機械操作
員可以在最短的停機時間內調整機器以
適應新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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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飲料生產線 
PET及玻璃瓶裝碳酸性飲品 • 設備產能: 12000~60000瓶/小時 

• 適用產品: 碳酸性飲品 
• 充填方式: 等壓充填 
• 適用容積: 250~2000ml PET及玻璃瓶 
• 適用瓶型: 圓瓶及方瓶 
• 相關設備: 碳酸混和機 

峪豐機械是台灣CSD整廠線的領先供應商，佔據了80%以上的市場分布。
台灣最早的CSD整廠線規劃，可追朔至峪豐機械的第一代設備，從那時
起，敝司繼續為全球客戶提供高質量和高性能的CSD整廠線，來滿足您
對碳酸飲料的需求。 

洗瓶機 
充填封蓋機 卸瓶(罐)機 

產品處理 

 
碳酸混和機 

 
回溫機 

 

 
 

包裝機 
 

 
 

疊棧機 
 
 

檢查機 

貼標機 
(套標機) 

 
可回收玻璃
瓶洗瓶機 

卸瓶機 

P49 

P87 

P101/105 

P45 

P49 

P31/55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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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SERIES 
碳酸性飲品自動洗瓶充填封蓋機 

FC自動洗瓶充填封蓋機適用於您在PET及玻璃瓶裝碳酸性飲品之產線需求。
與可靠性和穩定性極高的等壓式充填系統以及透明的安全門和HEPA正壓系
統整合，以改善衛生及便利性。充填頭模組化設計，採用長管或短管充填
概念來達到精確的充填液位及泡沫產生最小化。使用專利式頂瓶桿來緩和
升降的平穩性，減少瓶子破裂的風險。充填區域由防爆板保護，避免因品
質不好的瓶子在充填時破瓶，導致操作員受傷。 

• 設備產能: 12000~60000瓶/小時 
• 適用產品: 碳酸性飲品 
• 充填方式: 等壓式充填 
• 適用瓶積: 250~2000ml PET或玻璃瓶 
• 適用瓶型: 圓瓶及方瓶 
• 相關設備: 碳酸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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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精準液位充填 
等壓式充填系統能確保也為充填的精準
度及穩定性，所有碳酸性飲品接暫存於
SUS304不鏽鋼容器中，以保持碳酸化
水平。 

壓力監測 
整合二氧化碳及產品壓力監測系統，確
保產品的穩定生產。設有安全門保護操
作者避免玻璃瓶爆裂的狀況。 

模組封蓋頭 
用於ROPP蓋和塑料蓋的模組化封蓋頭
可使完美的螺紋與底部密封。整機可快
速拆卸維修，減少勞動力。 

快速換型設計 
所有零件皆基於快速換型設計，以便快
速更換零件來適應產品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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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系列  
罐裝碳酸性飲品自動充填封蓋機 

CF自動充填封蓋機是為您罐裝碳酸性飲品所需而設計，可與捲封機做同步機械
連動來達到封罐的功能。全機械式連動結構，可大幅度提高產品運送時的穩定
性，避免充填完的產品飛濺。機械式充填系統，減少機械維修難度。可與碳酸
混和機做整合連線生產。為生產高含氣飲料之最佳方案。 

• 設備產能: 12000~60000瓶/小時 
• 適用產品: 碳酸性飲品 
• 充填方式: 等壓式充填 
• 適用瓶類: 標準罐 
• 相關設備: 碳酸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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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特色 

優異碳酸混和 
藉由管式碳酸混和裝置，達到優異的
產品碳酸化。二氧化碳的含量在整個
充填過程中，依然維持在高度水準。 

低能源消耗 
由於設計良好的碳酸混和機，產
品碳酸化所需的二氧化碳量降至
最低，也降低能源消耗。 

自動調整高度 
配有自動調節高度以適應不同標
準的罐裝飲品。罐口處由食品級
矽密封保護，無變形及刮痕之風
險。 

壓力監測 
整合二氧化碳及產品壓力監測系統，
確保產品的穩定生產。設有安全門
保護操作者避免玻璃瓶爆裂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