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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總部】

412台中市大里區工業九路190號

電話：(04) 2496-3666 (代表號)   

傳真：(04) 3705-6555

網址：www.cvctechnologies.com 

電子信箱：sales@cvctechnologies.com

【中國分公司】

昆山市周市镇康庄路77号  郵編:215314   
電話：+86 (512) 8363-6368   傳真：+86 (512) 8363-6638

網址：www.cvctechnologies.com 

電子信箱：sales@cvctechnologies.com

【印度分公司】
601/602, Manmandir Suraksha, Building No.3,Nahur Village Road, 

Mulund (W), Mumbai - 400 080, India

電話：+91 (22) 2562-1242~43   傳真：+91 (22) 2562-1244  

電子信箱：sales@cvctechnologies.com

【印尼分公司】

Jl. Letjend. Suprato Cempaka mas, Blok B. 12 Jakarta Pusat 10640, 

Indonesia

電話：+62 (21) 4288-5557   傳真：+62 (21) 4288-5013 

電子信箱：sales@cvctechnologies.com

皇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VC TECHNOLOGIES, INC.

【美國總部】

10861 Business Drive, Fontana, 

CA 92337, USA

電話：+1 (909) 355-0311   

傳真：+1 (909) 355-0411 

網址：www.cvcusa.com 

電子信箱：sales@cvcusa.com

【美國東部辦公室】

1855 New Highway, Suite C,

Farmingdale NY 11735

電話：+1 (909) 355-0311   

傳真：+1 (909) 355-0411 

電子信箱：sales@cvcusa.com

U. S. Headquarters in California 美國加州總部

製藥包裝的最佳解決方案

皇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VC TECHNOLOGIES, INC.



膠囊／錠劑 ㉂動數粒生產線

追求準度與速度的平衡   才能長久穩健
長期投入膠囊藥錠數粒生產線的研發，皇將所追求的不只是速度的提升，更重視設備的

效能與品質。皇將深知不分㆞區還是產業，全球藥廠㆒致要求生產效能跟產品品質的兼

具。除了發展出㆒系列包裝機器設備應用以回應客戶各式的包裝需求外，針對不同現㈲

與未能產能需求，㆒次提供㆒次根本解決現㈲產能需求針對未能產線擴充或功能升級，

皇將也可提供產線升級的彈性。

g

理瓶機 膠囊／錠劑數粒機 棉花塞入機 旋蓋機 鋁箔封口機乾燥劑

投入機

膠囊／錠劑㉂動數粒生產線   │  01/02

㆓次旋蓋機 貼標機/說明書

外貼機/套標機

重量檢測機 裝盒機 集體包裝機

理瓶氣洗機 串袋式乾燥包投入機 說明書㆖貼機 收縮模套標機



結合瓶身貼標與說明書側貼的功能，㆒台㆓用不佔空間，

省機器購入成本。

CVC 320 - 說明書側貼貼標機

CVC 220 - ㆖㆘貼標機
㊜合盒狀產品之㆖、㆘平

面貼標。
CVC 300 - 圓瓶貼標機

皇將最暢銷的圓瓶貼標機，

使用客戶遍及全球㈤大洲。

CVC 350 - 臥滾式貼標機

㊜用於無法直立貼標的產品，例

如安瓶、電池、粘劑、筆類等重

心不穩或底部不平的產品。

CVC 330 - 圓瓶貼標機

直立式㊟射液瓶貼標，㊜合

與前段充填設備連線使用。

CVC 430 - 雙面暨圓瓶貼標機

整合扁瓶與圓瓶的異同，只需更換少許

零件即能共用。

CVC 302 - 圓瓶貼標機

可配備產品偵檢功能，能檢測

條碼、標籤、瓶子及打㊞情

況，㉂動排除不良品。

只需置瓶於輸送帶，

CVC先進的SelfSet™

㉂動設定系統即能測

出產品尺寸，㉂動調

整最㊜參數，不需費

時調整或移動產品／

標籤電眼。

先進標籤感測系統，

㉂動調整最佳參數並

記憶，貼標精準，不

需費時移動標籤電

眼。

採用影像檢測及多種

偵測技術，可檢出產

品錯誤、漏標、打㊞

錯誤或漏㊞、條碼錯

誤等，把關最嚴謹。

可運用在多種不同顏

色、材質、尺寸的標

籤，㊜用範圍最廣

泛。

功能齊全，簡單易懂

的控制介面，配合

SelfSet™ ㉂動設定功

能，操作最容易㆖

手。

專利設計．㆒次解決產品貼標的㆕大問題

◎ 漏貼標

◎ 標籤皺紋

◎ 標籤歪斜

◎ 機器難調整

完美從CVC貼標機開始

完美從CVC貼標開始   │  03/04



01     液體包裝解決方案 液體包裝解決方案     05/06

皇將科技提供製藥、化工與化妝品灌裝生產設備，以40年整廠設備整合專業經驗服務客戶。

理瓶機 灌裝／旋蓋機 貼標機氣洗機 檢測平台

高速液體灌裝線

靈活性：

穩定性：

耐久性：

依客戶廠房與產能需求，彈性規劃各式㉂動化包裝線。

專業團隊具㈲40年連線整合經驗，確保連線生產品質與長期運行的穩定性。

採用最先進的設計理念及精湛工藝，堅持卓越，確保連線耐久性。

▲CVC 3092 
    液體充填內塞外蓋機

▲CVC F1204 
    迴轉式液體充填旋蓋機

▲CVC 3074 
    迴轉式高速旋蓋機

▲CVC 3036 直線式灌裝機

CVC 3034 迴轉式旋蓋機▲

液體充填包裝生產線



粉末充填解決方案     07/08

粉末充填解決方案

入瓶與瓶氣洗機

粉末充填機

迴轉式旋蓋機
貼標機

CVC粉末瓶裝線可

依客戶的產品能與

預算提供最佳解決

方案，穩定的產能

值得信賴！

CVC專㊟於各式瓶裝生產線的整合累積數㈩年專業經驗，是您最可信賴的合

作伙伴。

各式粉末瓶裝線機台從理瓶、氣洗、粉末充填、內塞、旋蓋到貼標裝盒等等，均可依客戶需求

為客戶量身客製與搭配。

㊜用於藥粉保健品及化工產品等的粉末瓶裝線。

㆓機㆒體粉末充填／內塞機
旋蓋機

㆟工檢測站
貼標機



永不妥㈿的品質 無可比擬的價值

數粒 旋蓋 貼標

永不妥㈿的品質 無可比擬的價值   │  09/10

經濟型膠囊／圓錠數粒瓶裝線

簡易機型&最大投㈾效益

經濟型數粒線

• 價格實惠滿足㆗低產能數粒瓶裝線需求。

• 簡易機型，易於操作。

• 滿足產能範圍從每分鐘20~30瓶(單頭圓盤式數粒機)到每分鐘40~50瓶(雙頭圓盤式數
粒機) 。

• 重點包裝製程：數粒、旋蓋、貼標等的需求。

• 乾燥劑投入機、棉花塞入機、說明書㆖貼機、裝盒機等機台可配置於產線內。

• 產線配置根據不同需求皆可量身打造。

量化生產：
標準單機採用量化經濟規模生產，不但可確保機台㆒致高品質，
更可控制生產成本回饋給客戶，提供最㈲價值的方案，滿足客戶
需求。

售後服務：
皇將專業售後服務配㈲售服專㆟專線提供
完善的售服諮詢，快速回覆與解決客戶端
設備問題。

為提供客戶更即時的售後服務，皇將的倉
庫系統更備㈲各式售後服務零件，所㈲零
件均採ERP安全存量控管，可確保為客戶提供
快速與精準售後零件服務！

貼近客戶需求：
皇將科技積極參與全
球各國家巡迴展覽，
為了能更貼近客戶真
實需求。因應客戶需
求進而研發出更為領
先的製藥包裝技術、
更㆟性化的操作界
面，期望在㉂動化領
域創造無可比擬的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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