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DIPAK SYSTEMS
柯尔柏制药系统集团 

 Innovation Solutions for the 

Pharma and Biotech Industry 

为制药及生物科技界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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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pak Systems – Körber AG       

柯尔柏股份有限公司 – 柯尔柏制药系统 

 

Innovation Solutions for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为医药行业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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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 is our most cherished asset.“ 

“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 

Körber Foundation – Körber AG 

柯尔柏基金 -- 柯尔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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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örber AG is a not listed company 

         柯尔柏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上市公司 

 Our sole shareholder, the Körber Foundation, supports our strategy 

focused on long-term, profitable growth 

        柯尔柏基金会是我们唯一的股东，支持着我们的策略—关注长期盈利的增长 



Strong – Integrative - High Quality 

强大 - 整合 - 高品质 

Partner to the International Pharma Industry 

国际医药行业的合作伙伴 

We are a reliable partner to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stand for specialized, high-quality solutions, technology and IT 

systems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spection and packaging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我们是医药行业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为医药产品的生产、检

验和包装提供专业而高品质的解决方案、技术支持及IT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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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开发与生产 

Sales and Service   销售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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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Footprint  Local presence 

全球足迹，来到中国 



Strong Brands within a Strong Group 

来自强大集团的优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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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备 软  件 包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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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pak Systems – Körber AG       

柯尔柏股份有限公司 – 柯尔柏制药系统 

 

Innovation Solutions for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为医药行业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Nov 2016 9 Medipak Systems Company Presentation 

Automation System Pyramid 

自动化信息化系统金字塔品牌分布 
Level 4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Level 3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Level 2 

Line Management System 

Level 1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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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manufacturing 

智能制造为核心 
 

• Connectivity 

      Everything connects to Everything, Everywhere 

      让所有能行使独立功能的普通物体实现互联互通 

 

• Data  

      Data from Everything to Everywhere 

      所有终端数据的联接与共享 

 

• Seamless Integration 

      Control/Diagnose Everything from Everywhere 

      横向、纵向和端到端的高度集成，无论何处对所有事物的控制和诊断 

 

• Innovation 

      工业4.0的实施是制造业在转型过程中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4.0 

工业4.0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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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赛登纳德 
柯尔柏 解决方案 

The Solution for Inspection Trends  

制药检测技术的引领者和标准制订者 



 

赛登纳德：检测解决方案 

 全自动灯检设备 

 半自动灯检设备 

 片剂筛分机 

 监管码解决方案 

  灯检，视觉系统，生产线管理 

德国赛登纳德 
柯尔柏 解决方案 



德国赛登纳德 
柯尔柏 解决方案 

 最佳的进料方式 

 进料与灯检分离 

静止成像系统 

 灯检区域的相机无法被“偶然”触碰 

 静止全封闭成像系统 

 

进料稳定,  静止封闭成像 



德国赛登纳德 
柯尔柏 解决方案 

 

 不会对容器产生多重划痕 

 传输过程中不会同设备/容器产生过多接触 

 掉瓶及破瓶不需要停机清理 

 模具组件少 

 

真空传送     快速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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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迪威德拉 
柯尔柏 解决方案 

Highly Flexible Top-Loading & Mono-Material Packaging Solution   

业界最具灵活性的全纸上装式包装解决方案 



 

 

 

 

 

  

安瓿瓶 

 

 

 

 

西林瓶/小瓶装 预灌充注射器 

 

 

 

 

 

自动注射器 

 

 

 

 

 

软管 

 

吸入器 

 

 

 

 

 

小袋/颊袋 

 

泡罩 

  Concerns:   关切 :  

      Quality         质量 

      Cost             成本 

      Efficiency     效率 

      User Friend  好用 

后道包装需求全覆盖 

一机多能 

瑞士迪威德拉 
柯尔柏 解决方案 



各种类各尺寸 

瓶装药品 

瑞士迪威德拉 
柯尔柏 解决方案 



各款式各种组合 

注射器包装 

瑞士迪威德拉 
柯尔柏 解决方案 



各款吸入器/小袋/ 

泡罩/针头包装均可 

瑞士迪威德拉 
柯尔柏 解决方案 



全球胰岛素类药物生产企业： 

排名前5的全部企业都采用Dividella方案。 

胰岛素类药物典型客户 创新包装方案的应用：自动注射产品 

瑞士迪威德拉 
柯尔柏 解决方案 

还有更多设计因知识产权原因,   无法显示图片 



                              折叠                                      装入                             封盒 

瑞士迪威德拉 
柯尔柏 解决方案 



瑞士迪威德拉 
柯尔柏 解决方案 

 从各个角度都有益的智慧包装解决方案 



瑞士迪威德拉 
柯尔柏 解决方案 

 用户易于使用的包装 

 设备模块化设计 

 快速版式转换 

 易于操作 

 优化的产品保护 

 优化的包装产量 

迪威德拉：上装式装盒解决方案 更高质量，更高生产效率，降低包装总成本 



                              折叠                                      装入                             封盒 

瑞士迪威德拉 
柯尔柏 解决方案 

  我们的工程团队同时提供两种解决方案 
   
  系统解决方案 + 包装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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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麦迪西 
柯尔柏 解决方案 

Packaging of Solid and Liquid Products 

液体和固体制剂的包装设备 



固体和液体的包装 

德国麦迪西 
柯尔柏 解决方案 

Sachet Machine  

小袋包装设备  

Powders/Creme  Sachet/Box 

粉末/乳剂 小袋或条包/装盒 
Tablets  Blisters/Box 

片剂胶囊 泡罩/装盒 

Blisters/Syringes/Vials  Sachet/Box 

泡罩板/注射器/西林瓶 小袋/装盒 

Blister line with cartoning machine 

泡罩包装加装盒生产线 

 



泡罩包装机的不同机型可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  

 中试或小批量生产(CP200) 

 标准的中速泡罩包装机(CP400) 

 高速泡罩包装机，单轨或双轨(CP600) 

 高速生产线,同时适合大尺寸泡罩板生产(CP1200) 

 

深泡罩眼成型包装机:   

 紧凑型的方案，可适合不同的规格和包装材料(CP2) 

 可实现不同配置的完全自动的生产线(CP3) 

 高速生产线 (CP500系列) 

 

德国麦迪西 
柯尔柏 解决方案 

 

侧入式装盒机:   

 全数字伺服控制技术可满足几乎所有

的药品包装的纸盒运行  

../VOGEL New/麦迪西 MediSeal_CP400(1).mp4


德国麦迪西 
柯尔柏 解决方案 

灵活、便捷的条袋包装线 

针对不同产品选择合适的下料方式： 

液体或膏剂，粉末或纸巾，片剂或特殊形状产品。 

小批量，临床试验，在一台机器上配置不同的下料方式(LA160) 

典型的中速小袋机，特别适合化妆品领域(LA300) 

最新一代小袋包装机，高性能、高产量、特别适用于液体产品(LA400) 

高性能小袋包装机，特别适用于包装颗粒(LA500) 



德国麦迪西 
柯尔柏 解决方案 

密闭系统解决方案: 从下料区域受控

(层流) 到隔离器(高密闭)，根据客

户要求量身定制满足不同需求的密

闭系统方案。 

密闭系统的解决方案 

应用于高致敏性药品的泡罩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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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维隆 
柯尔柏 解决方案 

Leading MES supplier for the Pharma & Biotech industry 

制药和生物技术业界MES引领品牌 



MES  生产执行系统 有一天 … 我们使用 

德国维隆 
柯尔柏 解决方案 



MES 正如导航系统 引导您的生产 

德国维隆 
柯尔柏 解决方案 



MBR 是制药工艺 “电子化菜谱或者地图”  

                    生产工艺流程 

举例: 片剂生产 

MBR (=“cooking book“) 主批次记录  (就像菜谱) 

            MBR 主批次记录   

Weighing &  

Dispensing 

翻译成为 

德国维隆 
柯尔柏 解决方案 



让它来引导 EBR  电子批记录 

德国维隆 
柯尔柏 解决方案 



    MES Demo  电子批记录执行演示 

1 234567 890128  

Werum 展位 国际二馆 6-51-3 德国维隆 
柯尔柏 解决方案 



KPIs OEE, 

RFT,… 

关键性能指标 

物料管理 设备管理 

批报告评估 

批次放行 

异常审查 

不仅是合规，                                                                电子批记录用处很多  

ERP 

数据更新 

EBR 
趋势必然 

过程监督 

和控制 

德国维隆 
柯尔柏 解决方案 



德国维隆 
柯尔柏 解决方案 



Manufactured in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For highest GMP  

standards, Quality and Safety. 

 

在德国和瑞士原装生产 

最高级别的GMP标准、质量和安全 

Nov 2016 Medipak Systems Company Presentation 38 



Nov 2016 39 Medipak Systems Company Presentation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on the way.   

Innovation Solutions. 

 

未来已来，创新上路！ 

Thank Yo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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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Info: 联系信息: 

 

Medipak System (中国)  总经理:   Mr. Nicola Vella   倪可为 （先生） 

电话：+86 15001814751  电子邮件：n.vella@dividella.ch  

 

商务拓展经理：谭展 (先生) 

电话: +86 18610811042   电子邮件:  z.tan@dividella.ch  zhan.tan@werum.cn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256号华夏银行大厦 601A 室(东城路/金洲街路口) 邮编:200120  

 

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或登陆 www. medipak-systems.com 或旗下各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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