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饮料测试     
解决方案
探索我们的测试和检查解决方案组合   

旨在加强饮料灌装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Click here or press enter for the accessibility optimised version



在工业物理，我们确保您拥有保护饮料包装完整性
所需的工具设备，确保不会发生质量问题。

作为包装、产品和材料测试和检验解决方案的专
家，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专门用于确保饮料包装质量
的检测仪器。我们的产品在整个生产线上测试各种
应用。

在本手册中，您将了解我们为整个饮料行业提供的
一些测试仪器。但是如果你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或者你只是想知道更多的信息，欢迎联系我们。届
时，我们的专家将能够帮助您准确地找到您需要的
服务。

联系我们，获取更多信息

http://www.industrialphysics.cn/contact.html
http://www.industrialphysics.cn/contact.html


卷封检测

在工业物理，我们提供一系列
卷封检测解决方案——从破坏
性的，到在线的，再到支持该
类应用的仪器——我们的解决
方案多种多样。

无论您有什么特殊需求，我们
都将提供合适的卷封检测仪器
来保护您的罐装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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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 KUHNKE XTS III

全新第三代XTS是一个独立的卷封测量系统。

设备可以进行无损卷封横截面测量以及360°紧
密度扫描（盖钩皱纹度）。

●检查结果更快，节省时间并提高准确性
●降低人工成本，减少损坏
●使用界面用户友好，可访问高度准确的数据

CMC KUHNKE Auto – XTS

Auto XTS是一个全自动、在线或独立的卷封测量
系统。

我们X射线紧密度扫描仪自动扫描全部盖钩的皱
纹度，测量并报告客观的紧密度数值。

●检测卷封各层的精确测量值
●通过360°扫描识别泄漏
●拥有易于使用的校准/验证模式，节省时间

Eagle Vision 在线视觉卷封检测

Eagle Vision在线卷封检测系统采用先进的视觉
技术进行卷封检测。

使用此仪器，您可以实现更好的保护–因为设备
会扫描产线上的每个罐子。通过100%在线全
检，显著降低坏罐风险！

●非破坏性且易于使用
●适用于高速产线
●可配合与现有检测设备一起工作



Quality By Vision 
SEAMetal 高清卷封检测系统 

SEAMetal提供了一个可重复且精确的二重卷封
检测系统–通过集成式的高清摄像头，可提供前
所未有的卷封外观检测，您可以更好地查看图像
并获得更准确的测量结果！

•  易于学习的智能软件
•  采用先进的光学技术，提供灵活的二重卷封
测试方法
•  配备高清摄像头，以提高精确度

CMC KUHNKE 
SEAMscan SPC系统

SEAMscan SPC系统是一款高性价比的高分辨
率工具，用于二重卷封检查和测量，并具有
SPC报告功能。

该仪器节省您的时间，提供最高水平的准确
性，并带有可定制的软件包。

•  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捕获、测量和保存卷封
图像
•  自动传输数据

Quality By Vision 
Seam360 无损封口检测器

SEAM360 是一款安全、快速、准确、自动、无
损的二重卷封检测系统。

传统的卷封扫描技术在罐周围2-3个点对卷封进行
取样。如此一来，如何确保在取样点之间的点
呢？SEAM360 测量每个罐的总外表面面积。这
暴露了许多操作员看不见的问题。

•  无损光学技术
•  直观的软件
•  检查卷封上的每一个点



Quality By Vision 
卷封轮间隙分析仪

与大多数卷封机型号兼容，卷封轮间隙分析仪
通过测量不同卷封机压头之间的差异并检查卷
封机本身，有助于优化易拉罐卷封过程。在你
开始将易拉罐穿过生产线之前，先要了解易拉
罐卷封机的作用。

•  最小化卷封机停机时间 

•  卷封机的调整可以快速轻松地进行！



罐子检测

正如制罐厂商和灌装厂商所知道的，
完美的包装至关重要。

所幸，在工业物理，我们有一系列仪器
可以对饮料罐进行大批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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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gle Vision 空罐检测系统

空罐检测系统能够快速准确地检测罐子翻边、罐
底和罐内壁上的缺陷。该仪器还可以识别内部的
污染和污点，以及翻边凹凸，翻边宽度和椭圆率
都可以被检测。

•  在极短的启动时间内使用预设
•  高分辨率可用

Eagle Vision 编码检测工具

编码检测系统检查各种包装类型的油墨、激光
和热转印喷码，以及啤酒罐上预打印的ID代码-
允许您检查代码是否完整、可读和正确。

该模块通常用于包装标识，以检测二维码、生
产日期、保质期以及跟踪和追踪编码等。

•  检查印刷错误和墨水滴印
•  OCR及OCV皆支持



顶空和气体检测

在饮料包装方面进行顶空和气
体分析非常重要——从测量保
质期到确保产品安全，我们的
仪器在一系列应用中进行测
试。

我们提供各类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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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ch Illinois 
GS系列微量顶空气体分析仪

希仕代GS系列微量顶空气体分析仪是一种氧气和
二氧化碳分析仪，可让您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
率。

设备具有快速配置，可从多种测试方法中进行选
择，以满足您的独特需求，非常适合罐上测试。

• Data manager软件支持数据结果下载

• 含五种可用的测试方法

Oxysense 
325i 顶空及溶解氧分析仪

Oxysense 325i（需要计算机接口）在饮料行
业内可执行多项测试功能，包括对瓶子进行
无损顶空分析。

该仪器特别适合小型实验室使用！

• 简单的一键式氧气测量

• 实时图表和日志功能，支持自动数据记录

• 设备配备集成报告编写器

Oxysense 
5250i 顶空及溶解氧分析仪

该独立仪器可用于非侵入性和侵入性测量。

非常适合瓶子的顶空分析。

• 可以测试水、气体等不同体系内的氧气和溶解氧
• 独立于内置PC
• 触摸屏操作



涂层测试

当瓶子或罐头送达消费者手中
时，它必须看起来很完美。如
果罐身有哪怕一点缺陷，这种
体验就会在瞬间被毁掉。

在整个罐子生产过程中，在每
一个步骤中，质量都是最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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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C Sheen 干湿耐擦洗试验机

干湿耐擦洗试验仪用于测试油漆、清漆或涂层的耐刮擦性、耐磨性和耐干湿
磨损引起的颜色损失。

这是通过模拟清洁行动或一般使用产生的日常磨损来实现的。确保您的饮料
包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  通过匹配诸多行业标准降低实验室成本
•  包括可选配件–如我们的创新的相机工具！

TQC Sheen CAT 罐体摩擦试验仪

饮料罐在运输过程中经常受到严重磨损和摩擦，轻则导致美观问题，重则引
起包装皮损，导致泄漏。

罐体综合摩擦试验仪是一种测试饮料罐或扁平材料涂层耐磨性的通用试验
机。该仪器测试金属包装涂层的耐磨性，最终防止运输过程中的包装失效。

•  易于使用
•  由计算机控制
•  高度重现性



其他测试设备

以防万一，我们还可提供其他
测试，最大限度地帮助实现瓶
罐的完美与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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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gle Vision 360 标签检测

该仪器可对瓶罐进行完整、成熟的最终检查。采用 360°外观检测
系统，检查标签的正确性（混标）、正确的标签位置、印刷质量问
题及印刷破损。

•  使用产品库或MES输入缩短转换时间
•  自动学习功能
•  高速检查

Eagle Vision 压盖检测

压盖检测系统可以检查压盖的正确定位、版面是否混淆及压盖方向是否正
确。

由于模块化设置，您可以选择并组合对您的产品线重要的功能。系统适用
于皇冠软木塞、旋转/扭转瓶盖、弹簧瓶盖、简易瓶盖等。

•   可进行高速检查，最高可达90,000瓶/小时
•   提供额外的颜色灵敏度
•   使用产品库或MES输入缩短转换时间



关于工业物理
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在饮料包装方面的测试和

检验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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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在工业物理，我们为世
界各地的制造商、生产

线和实验室提供测试和检验解决方
案。我们的宗旨是保护客户品牌和产
品的完整性。

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为您提供测
试设备，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解决方
案合作伙伴为您服务。无论您的需求
是什么，我们都将与您合作，为您的
业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我们拥有
一个完整的专家团队来支持您。

当涉及到饮料的质量控制时，我们深
知其中的奥义与技术。我们提供全套
解决方案，以满足饮料包装生产的广
泛测试要求。

正因我们不断学习、创新和自我提
升，使我们能够为不同行业的企业提
供最高质量的包装、产品和材料完整
性测试解决方案。

我们的专家遍布世界各地。通过集体
专业知识的整合与协同，使我们能够
满足客户的独特需求。

想要了解与工业物理合作对您意味
着什么，敬请联系我们。

http://www.industrialphysics.cn/cont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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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工业物理

P O W E R E D  B Y


	Your beverage testing solutionsRead on
	Explore our portfolio of test and inspection solutions.Created to enhance quality control in the production your beverage fillers.Read on
	Get in touch for more information


	Seam inspectionRead on
	At Industrial Physics, we offer a range of seam inspection solutions – from destructive to in-line, to instruments supporting this application – our solutions are varied. Whatever the unique needs are, we’ll provide the right seam inspection instrument to protect your canning line.Read on
	CMC KUHNKE XTS III
	CMC KUHNKE Auto – XTS
	Eagle Vision In-line Vision Seam Inspection
	Quality By Vision SEAMetal LT: Double Seam Inspection
	CMC KUHNKE SEAMscan SPC
	Quality By Vision Seam360
	Quality By Vision Clearance Gauge


	Can inspectionRead on
	As can fillers and can makers will know, perfection in packaging is critical.Thankfully, at Industrial Physics, we have a number of instruments in place to perform numerous tests on beverage cans. Take a look at just a few of our instruments.Read on
	Eagle Vision Empty Can Inspection
	Eagle Vision Code Reading & Serialization Instrument


	Headspace and gas detectionRead on
	Performing headspace and gas analysis on your beverage packaging is hugely important – from measuring shelf life to ensuring product safety, our instruments test across a range of applications. And we have a variety of products on offer.Read on
	Systech Illinois Gaspace Advance
	Oxysense 325i
	Oxysense 5250i


	Coating testingRead on
	When a bottle or can reaches consumers, it has to look perfect. But if there’s a chipped can, the experience can be ruined in an instant.Across production, at every step, it’s essential that quality is front of mind.Read on
	TQC Sheen Scrub Abrasion & Washability Tester
	TQC Sheen CAT (Comprehensive Abrasion Test)


	Additional testing instrumentsRead on
	Just in case that wasn’t enough – here are a few other tests we provide that may be perfect for cans or bottles.Read on
	Eagle Vision 360 Label inspection
	Eagle Vision Cap Inspection


	About Industrial PhysicsRead on
	Learn more about your test and inspection partner in beverage packaging.Read on

	Industrial Phys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