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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易操作超耐久，高速度，用途广泛，易维修等性能的最高境界。

■规格
最大生产量

世界首创等长等重的天然肠衣香肠的高速灌肠机

产品肠长度

在以往的天然肠衣香肠的生产中，既等长又等重的香肠制作被认为是难以实现的。
LINKWEL是全世界率先实现可生产等重并且等长的天然肠衣香肠的高速自动灌肠机。

灌肠时可减少肠衣的破损
因为完全采用新的灌装方式，在灌装时使肠衣破损次数大幅度减少，从而减少了
肠衣的消耗量。

折叠肠衣最长长度

天然肠

800 个 / 分钟

人工肠衣

3节 (28.6 mm) ～ 32节 (304.8 mm) 以上

天然肠

3节 (28.6 mm) ～ 20节 (190.5 mm) 以上

羊肠

14 mm

～

25 mm

猪肠

26 mm

～

36 mm

胶原蛋白

13 mm

～

32 mm

纤维素

14.5 mm

～

34 mm

胶原蛋白肠衣

280 mm

300 mm

纤维素肠衣

325 mm

440 mm

LINKWEL

LINKWEL-L

高度

1,658 mm

1,658 mm

最长

5,083 mm

5,424 mm

幅

795 mm

795 mm

机器重量

690 kg

740 kg

机器尺寸与重量

一种是配有可灌装人工肠衣的全自动肠衣供给装置，可以灌装所有种类的肠衣。
另一种是专门灌装天然肠衣的专用机。LINKWEL是灌装羊肠衣，猪肠衣，纤维素
肠衣和胶原蛋白肠衣等的最佳机种。

Max. 7,000 lb / hr (3,200 kg / hr)

肠衣尺寸

肠衣及直径

LINKWEL有两种规格

人工肠衣

机器尺寸

机器的必要条件
3相

使用电力
空气使用量和压力

空気压

520 kPa (5.2 bar)

75 psi

消费量

1 L, (1,000 cm3) 分钟

60 in3 分钟

品质
水使用量和压力

肉使用量和压力

可饮用水

水压

280 - 410 kPa (2.8 - 4.1 bar)

40 - 60 psi

消费量

1 L, (1,000 cm3) 分钟

60 in3 分钟

压力

500 kPa (5 bar)

72 psi

消费量

最大 3,200 kg / 小时

最大 7,000 lb / 小时

※本规格和其中装备随时都有可能在无条件下变更。
※上诉生产量随生产的产品，工厂的生产能力或其他条件发生变动。

天然人工肠衣香肠高速定长定量充填机

LINKWEL
LINKWEL--L
LINKWEL-XL
可对应所有种类肠衣的机型
LINKWEL-XL

在AUTO WIENKER 10的基础上，提高了全自动高速灌装的安全性和灌装的定量精度，减少
肠衣的消耗。在胶原肠衣灌装领域海泰科M-2的高速度、耐久性、易操作等性能受到欧美
用户的高度评价。在海泰科M-2的基础上使之构造和性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传送
带采用了数字控制系统并配有控制器，使更换产品种类时的繁杂作业变得简单。

380 V

每分钟可以生产800个等长等重的天然肠衣香肠。
人工肠衣也能实现全自动的高速运转。

■外观图

因为可灌装所有种类的肠衣，所以一台
机器可以大量生产多品种香肠，从而使
工厂内的布局得到简化。此外，由于灌
装操作程序，产品种类的设定和机器的
维修保养都非常的简单，因此，非熟练
工人也能进行操作。机器的本身是由既
安全又卫生的不锈钢制成。

(795)

460

灌肠机的推荐机种

(2380)

LINKWEL

本产品是运用与以往的天然肠衣灌装原
理不同的构思而研发出的机种。由于把
挂肠装置和灌装装置连接在一起，所以
提高了从灌装到挂肠流程的生产效率。
1132

(1658)

实现天然肠衣香肠的高速生产

1845

运转装置的独立电控系统

最小 2884 ～ 最大 2999

计量泵，耦合链条，传送链分别依靠独立的马达来运转。每个马达有独立的电控系统。这种独立的运转
和控制方式实现了天然肠衣的高速度灌装。运转部位尽可能采用简单的构造，这不但可以减少配件数量，
还可以提高耐久性，从而在防止故障发生的同时，在维修时也可大幅度减少时间、降低费用和难度。

最小 4888 ～ 最大 5083

简单的内部构造
机体采用单壳结构。不但机体本身强度增加而且使维修时的作业得到简化，同时还可大幅度提高机体的
防水性，从而防止因水侵入而引起的配件损耗。

LINKWEL--L

机电部位都安装在专门机箱内，因此，机电部件的防水性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机电箱口很大，
维修时部件的点检和更换非常方便。
(1303)

1150

(1726)

机电部位容易维修保养

2425

最小 2884 ～ 最大 2999
最小 5309 ～ 最大 5424

(mm)

耦合链条或耦合皮带，选其一。

可简单地切换不同品种的产品

耦合皮带
提高耐久性的计量泵
切换产品种类时，
只需要完成下述3个操作步骤。
1. 确认是否安装了正确尺寸的耦合链条、
扭结夹具和充填管。检查料斗的准备状况。
2. 调出记录在控制画面里的产品名称。
3. 按启动键。

根据耦合皮带的蝴蝶片
的间隔，变更生产产品
的长度。
产品长度从最短2cm起
1cm间隔可以制作。

多样式的藕合链

本产品不但加强了计量泵运转部位的马力，还
提高了构造上的强度，从而使之耐久性得以提
高。计量泵的运转开始和停止时间可以很容易
地调节，因此可以防止因肠衣前端和尾部的不
充分灌装而导致肠衣的浪费。

节距可以从3链节以上任意选择。
同时，还可以选择不扭结灌肠。
另外，还配有节距是4.76cm的藕
合链作为用户的可选择规格。

可选，可以产品的0.5cm
单位进行耦合皮带的制作。

调整式扭结胶圈
根据对香肠扭结所必
要的扭结胶圈，从后
部进行拧紧，对扭结
胶圈的内径大小进行
微调，
从而达到充填时合适
的扭结次数。

本产品已经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的机种那样为变更
扭结次数和挂肠个数而更改滑轮和链条，机器运
转的速度也不需要设定。只要从控制画面中调出
事先设定好的产品所对应的最佳计量泵、耦合链
条、扭结夹具的转速和挂肠个数，甚至肠衣后端
的长度和前端的挂肠个数都可进行自动设定。
维修保全
如果在操作中发生问题，控制器会显示出发生
问题的部位并且可在机器运作流程图表中尽早
找出问题所在的部位。
※（本规格装备随时有可能变更）
→（产品的规格和设置在未通知的情况下可能
会有所变更。）

容易维修保养的扭结装置

空压部件和机电部件的分离

由于采用同步皮带传动，所以壳体内不需要使
用机油，从而杜绝了漏油现象，并延长了其他
部件的使用寿命。维修时，不需要把扭结装置
拆下，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维修作业。

空压部件和机电部件采用分开安装，这样
可以使维修和调试变得既简单又安全。

生产管理
从控制器的画面中可以简单地查询与生产管理相
关的数据。各种产品每小时的运转时间、充填时
间、生产效率都会有统计，并且只要按一下控制
器中的相关画面，便可以查出想要的数据。
另外，生产数量、生产量、肠衣的使用数量和肠
衣的破损率以及其他的相关数据项目均可在控制
画面中记录和查询。

卫生的排水系统
标准安装是把水都集中到一处排
水槽中。可以改善作业环境，达
到不必穿水靴作业。

导向槽系统
从导向槽滑出来的香肠用配有水平挂钩的传
送带可以高速而且准确地挂起来。以前旋转
槽和移动槽无法实现天然肠衣香肠的高速挂
肠，现在导向槽系统使之得以实现。并且挂
钩间可以非常容易地插入挂杆，挂在挂钩上
的香肠可以被轻松地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