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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装瓶行业提供旋盖头解决方案

特有的平滑力矩技术可提供市场上最
稳定的力矩控制

与主要的OEM旋盖头可
100%互换
无需任何机器改造！
(Alcoa [CSI], Zalkin,
AROL, Fowler, Fogg,
Federal, Portola, AMCO,
Krones, KHS 等

20多年来，Warner Electric为旋盖头行业众多优
秀的原始设备制造商和用户提供磁性旋盖、永磁
离合器、制动器和其它产品。

平滑力矩
恒定力矩可消除造成瓶盖
过度拧紧的力矩脉动，对
机器部件产生较少的冲击
磨损。

从碳酸饮料、瓶装水、牛奶和果汁，至番茄酱、
沙拉酱、个人护理用品、机油、可靠的Warner
Electric旋盖头、拾盖器和抗旋转刀具，均已成
功提高了全世界旋盖作业的整体性能。

效率提高
平滑力矩可造成较小的开
启力矩变化，提高最终产
品的质量和一致性。
使用寿命更长且拥有成本
更低
新装置的成本更低，产品
设计能使使用寿命比其它
OEM旋盖头更长，并且所
需改造次数更少，改造成
本更低。

Warner Electric磁性旋盖特有稳定的平滑力矩技
术；不同于大多数原始设备制造商竞争对手的
旋盖，有两个反向的磁体，会造成脉动力矩。
脉动离合器的冲击效果为，可在旋盖过程中，
增强瓶盖的紧密性和力矩的灵活性。

易于安装和维护
可为顶部载荷力和应用力
矩目视设定尺度参数
卓越的专业服务和交付
服务技术人员在旋盖机械
方面极其专业；单个装置
可在2天内发货，整机可在
2-4周内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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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数据点为对在同一台机器上生产的竞争对手瓶盖的样品瓶的测量。

敬请拨打 1-888-350-1891 或访问 www.cappingclut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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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ER ELECTRIC 独特的产品设计使您的旋盖头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弹簧盖
保持装置内部润滑，延长
顶压组件的寿命。

直观的设定刻度，便于确定负
荷力
易于安装。设定刻度便于确定
顶压。

润滑脂喷涂点
易于维护。 每500个小时润滑
一次上部总成。

润滑脂喷涂点

超大推力轴承
专门设计用于装瓶行业，带
超大推力轴承，可应对封盖
过程中重复的向下推力，与
竞争对手型号所使用的标准
径向滚珠轴承相比，增长了
轴承的使用寿命。

不锈钢结构，方形密封
件和排水孔
方形密封件有助于保护
轴承免受污染。 当任何
液体进入装置内部时，
排水孔可提供一个出水
口。 这些特性结合不锈
钢结构，可使装置更好
的抵御恶劣环境，包括
腐蚀性的冲洗！

平稳转矩技术
避免盖子拧得过紧、减少拆卸
转矩的波动，还可降低对系统
的冲击磨损。

直观的设定刻度，便于确定
应用转矩
易于安装和维护。设定刻度
便于确定应用转矩。
* 有些功能并非所有 Warner Electric 型号都具备。

Warner Electric的旋盖头可与主要的OEM型
号100%互换，包括：

• ALCOA (CSI) • ZALKIN • AROL • FOWLER
• AMCO • KRONES • KHS
• FOGG • FEDERAL • PORT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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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按压式扭矩转换控制
快速实现扭矩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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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生产性维护
TPM侧重于保持所有设备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以避免生产过程中的故障和延迟

金属滑动接头

固定顶压环

• 无需润滑

• 该功能将顶压锁定到特定值

• 减少细菌生长

• 降低了顶压可变性

高性能轴承
• 双列角接触
• 不锈钢、氟橡胶密封件、高温食品级润滑脂
• 延长寿命

光滑表面设计
• 更无菌

3英寸小直径设计
• 低重量和低惯性

按压扭矩转换按钮
• 快速实现扭矩转换

扭矩锁定功能
• 该功能可将扭矩锁定在小范围或特定扭矩值内
• 扭矩可变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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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磁滞转矩
• 更一致的转矩控制
• 减少替换件的磨损

长寿命密封磁铁
• 降低维护成本
• 永远不需要更换！

P-1638-WE-CN-A4

5/18

www.cappingclutch.com

在乳制品行业使用WARNER ELECTRIC旋盖拾卡器可增长使用寿命并提高效率

为乳制品应用设计的旋盖套件
Warner Electric最近引入了专为乳制品行业设计的全新旋盖套件。 这些使
用平滑力矩磁滞技术制造的旋盖拾盖器可与当今在乳制品厂中所见的OEM
旋盖机械100%互换。 Warner旋盖设计用以在腐蚀性冲洗环境中提供最强
的抗腐蚀性，可帮助您降低维护成本，并将您的乳制品设备的停机时间降
至最少！
• 可承受具有腐蚀性的冲洗环境
		 - 装置完全密封，以防液体进入离合器
		 - 全部为不锈钢结构
• 平滑力矩技术提供更稳定的转矩，可提高质量和效率
• 缩短工厂停机时间
		 - 便于更直观地调整应用转矩
		 - 与类似的 OEM 设备相比，其使用寿命大大延长
• 降低了总运行成本低
• 极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交付周期缩短
• 机器运行时更加安静
• 离合器易于清洁
• 转矩平稳，避免了侧刃对瓶子的损害

WARNER ELECTRIC 反转刀具可大大延长使用寿命并提高效率
• 由高度抗腐蚀、坚固的不锈钢材料制成
• 独特的五点刀具设计，比其他反转刀具更耐用
• 三种硬度，力求满足您的应用要求
• 硬度可高达 78 Rc
• 可与 OEM 反转刀具 100% 互换
• 快速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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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ER ELECTRIC为您制造拾卡器解决方案
• 拾盖器可根据您的瓶盖型面进行定制设计
• 所制造的拾盖器可与现有的OEM拾盖器100%
互换
• 由高度抗腐蚀、坚固的不锈钢材料制成
• 独特的拾盖器设计，用以更好的夹紧您的瓶盖
• 价格具有竞争优势，交付周期缩短
• 在为全新的小型瓶盖应用提供优质拾盖器方面
极富经验
• 我们丰富的设计经验使我们能够设计可减少瓶
盖翘起的拾
盖器

固定拾盖器

• 结构简单，最大限度地
减少了磨损部件
• 维护要求低
• 惯性小
• 交付周期缩短

快速连接拾盖器

• 迅速转换，非常适合包装
尺寸多样或频繁清洁的应
用
• 设计可用于任何OEM旋
盖头，符合您的应用需求

机械拾盖器

• 适用于盖子尺寸多样、
盖子难以抓握的应用以及
光滑的盖子
• 坚固的不锈钢，用于易磨
损的重要区域
• 价格具有竞争优势

敬请拨打 1-888-350-1891 或访问 www.cappingclut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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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ER ELECTRIC 可大大提高使用寿命和效率
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及品质
• 平稳力矩技术使Warner旋盖头可提供稳定的力矩，消除过度拧紧瓶盖，并显著减少开启力矩的变化。
• 平稳力矩还可为系统造成更小的冲击，延长机器部件的使用寿命，尤其是拾盖器和保持止动刀具。

新的旋盖头，拾盖器和刀具的成本更低，交付更快
• 新装置的价格非常具有竞争力，而且交付速度快，确保您在需要时收到质优价廉的产品。

改造安排较少，维护间隔为 7000 小时
• 无需频繁进行改造（使用寿命约是竞争对手的2倍），为您节约更多时间，并降低了整体维护成本。

安装和改造时间减少
• 通过更加简单的改造程序，可降低维护成本。 与主要的OEM竞争对手旋盖头相比，可更快速地进行拆卸

和改造（改造时间约为竞争对手的1/2）。

WARNER ELECTRIC 磁性旋盖头的改造选项
旋盖头改造套件： 成本低，易于在室内进行改造！
• 轴承套件和磁体套件有现货

旋盖头工厂维修计划： 成本低，周转快！
• 将旋盖头运回Warner Electric，由厂家进行全面改造和认证

瓶盖头调换方案： 选择最能满足您需求的方案
• 为磁性旋盖头提供完整的调换方案

• 为期多年的调换方案，客户可以在预定时间内将自己用过的旋盖头组件换成Warner 改造的旋盖头组件。

现场服务技术人员支持： 当需要时获取额外帮助！
• 支持在安装新Warner旋盖头以及为现有Warner旋盖头提供改造支持和培训等情况下，提供现场服务。

• 我们在工厂培训且经认证的服务部门拥有50年的全方位经验，可帮助您避免旋盖头作业出现代价较高的延误

和停机问题。

P-1638-WE-CN-A4

5/18

www.warnerelectric.com

6

Warner Electric Facilities
North America
Asia

Europe

美国奥创动力传动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France
USA
31 Industrial Park Road
上海市愚园路168号环球世界大厦A703室
7, rue Champfleur, B.P. 20095
New Hartford, CT 06057 - USA
邮编：200040
St Barthelemy d’Anjou - France
860-379-1252
电话：86
21 5169 9255
+33 (0)2 41 21 24 24
传真：86
21 6248
5387
Electromagnetic
Clutches
Electromagnetic Clutches
邮箱：info@altramotion.com.cn
and Brakes
and Brakes
奥创动力传动香港有限公司
449 Gardner Street
地址：香港葵通货柜码头路7 1-75
South Beloit, IL 61080 - USA
号钟意恒胜中心3楼、304B
815-389-3771
电话: 852 2615 9313
传真: 852 2615 9162
4578 East Park 30 Drive
邮箱: sales@altramotion.com.cn
Columbia City, IN 46725 - USA
260-244-6183
Precision Electric Coils and
Electromagnetic Clutches and
Brakes

Asia Pacific
Australia
+61 2 9894 0133
China
+86 21 5169-9255
Hong Kong
+852 2615 9313

Customer Service
+33 (0)2 41 21 24 76

Singapore
+65 6487 4464

Application Support
+33 (0) 2 41 21 24 24

Taiwan
+886 2 2577 8156
Thailand
+66 2322 5527

Customer Service
1-800-825-6544
Application Support
1-800-825-9050

The Brands of Altra Industrial Motion
Couplings

Electric Clutches & Brakes

Heavy Duty Clutches & Brakes

Gearing

Ameridrives
www.ameridrives.com

Inertia Dynamics
www.idicb.com

Industrial Clutch
www.indclutch.com

Bauer Gear Motor
www.bauergears.com

Bibby Turboflex
www.bibbyturboflex.com

Matrix
www.matrix-international.com

Twiflex
www.twiflex.com

Boston Gear
www.bostongear.com

Guardian Couplings
www.guardiancouplings.com

Stromag
www.stromag.com

Stromag
www.stromag.com

Delroyd Worm Gear
www.delroyd.com

Huco
www.huco.com

Warner Electric
www.warnerelectric.com

Svendborg Brakes
www.svendborg-brakes.com

Nuttall Gear
www.nuttallgear.com

Lamiflex Couplings
www.lamiflexcouplings.com

Linear Products

Wichita Clutch
www.wichitaclutch.com

Overrunning Clutches

Stromag
www.stromag.com

Warner Linear
www.warnerlinear.com

Belted Drives

Formsprag Clutch
www.formsprag.com

TB Wood’s
www.tbwoods.com

Engineered Bearing Assemblies

TB Wood’s
www.tbwoods.com

Marland Clutch
www.marland.com

Geared Cam Limit Switches

Kilian
www.kilianbearings.com

Stieber
www.stieberclutch.com

Stromag
www.stromag.com

Neither the accuracy nor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ublication is guaranteed by the company and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in its sole discretion. The operating
an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products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application, installation, operating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company’s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ale can be viewed at http://www.altramotion.com/terms-and-conditions/sales-terms-and-conditions.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to any person who may buy,
acquire or use a product referred to herein, including any person who buys from a licensed distributor of these branded products.
©2018 by Warner Electric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trademarks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the sole and exclusive property of Warner Electric LLC or one of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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