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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成 成功,那一定是特莱富。

Passion for Food Cu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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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on for Food Cutting

在TREIF，每件事都围绕着食品切割。我们充满激情地投入这
项工作，希望不仅能为我们的顾客供最好的切割方案，还能让
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拥有我们的创新机器,在食品切割和切片技术的生产线和系
统,为了我们客户的成功,我们能够创造巨大的贡献. 到底是什

么使我们获得独特的切割能力,并且始终维护我们与客户的
关系.无论是肉类,香肠或者奶酪,面包,快餐,或者切丁,切条,切
片,特莱富知道最适合您的切割技术,并且知道如何准确地应
用.诸多的国家和国际特莱富专利,足以证明我们的创新能力. 

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确保顾客得到最大的利益：训练有素
的工程师，积极活跃的销售专家和经验丰富的维修技师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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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和烘烤业的行家，他们一流的表现是为顾客提供最大利益
的保障。我们始终在寻找更好的方案，以使您的产品在市场上
保持长青。

我们的目标是让顾客满意。我们希望通过将切割技术与客户服
务合二为一来实现这一点。

70年前制造和销售锯骨刀及磨刀石的TREIF,如今已经发展成
为食品切割技术的领头羊。

企业的内涵与激情正是建立在企业实力之上，并且与顾客及他
们的市场紧密相连。

我们在全球拥有超过500名员工，共同协助顾客迎接高要求切
割技术的挑战。出于这个目的，我们保持着四个独立的操作领
域和具有高度针对性的职能部门，能集全球最大范围的食品切
割技术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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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职能部门都有经过精心挑选的专家，负责处理问题及满足
针对他们所属领域需求。还有兼顾4个领域的专家负责寻求各
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及满足顾客所属领域的需求。

TREIF为您打造未来，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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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莱富切丁机

干净平整的切割是产品引人注目的先决条件。最充分的产品开发是
我们机器物超所值的保证。TREIF的成功史源于切丁、切片及食品
研磨。基于这些，在研发及制造机器时专家优先切丁装置的性能：
强劲、一流的切割质量、方便用户、易于操作及卫生，这些特性赢
得了切丁领域人士的喜爱。

• TREIF精确的切丁品质源于感应切割技术,自动预压系统和剩余 
 切丁最佳化 

• 卫生级别设计，每一细节都能清洗到，简单方便；专利卫生级 
 气缸

• 产品特定备件，创造了理想的切割条件，例如：用于鲜肉行业 
 的反向交错刀栅

• 台秤是可选件，用于定重包装; 远程维护(可选件)

• TREIF团队专业致力于多种产品应用，实现了个性化需求

特莱富切丁机 - 您的效益，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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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X FLEXON

最大产量(吨/小时)  
(理论最大值)

0.8

料仓规格  宽 x 高 （毫米/英寸） 96 x 96

最大进料长度  （毫米/英寸） 300
功率（千瓦） 1.0 (230伏/1相)

产品

特点 灵活，简介，功能强大

最大产量(吨/小时)  
(理论最大值)

1.4

料仓规格  宽 x 高 （毫米/英寸） 96 x 96

最大进料长度  （毫米/英寸） 550
功率（千瓦） 1.2

产品

特点 预先填充料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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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N+ TWISTER basic

最大产量(吨/小时)  
(理论最大值)

2.0

料仓规格  宽 x 高 （毫米/英寸） 96 x 96

最大进料长度  （毫米/英寸） 550
功率（千瓦） 2.0

产品

特点 预先填充料仓

最大产量(吨/小时)  
(理论最大值)

2.0

料仓规格  宽 x 高 （毫米/英寸） 120 x 120

最大进料长度  （毫米/英寸） 550
功率（千瓦） 4.0
产品

特点 预先填充料仓，TWISTER
系列的基本型号



TWISTER

最大产量(吨/小时)  
(理论最大值)

3.5

料仓规格  宽 x 高 （毫米/英寸） 120 x 120

最大进料长度  （毫米/英寸） 550
功率（千瓦） 4,5/ 6,0 (可选项)

产品

特点 预先填充料仓

最大产量(吨/小时)  
(理论最大值)

3.5

料仓规格  宽 x 高 （毫米/英寸） 120 x 120

最大进料长度  （毫米/英寸） 550
功率（千瓦） 6,0 (可选项)

产品

特点 优化丁功能 (可选项)

TWISTER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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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SAN

最大产量(吨/小时)  
(理论最大值)

4.5

料仓规格  宽 x 高 （毫米/英寸） 150 x 150
最大进料长度  （毫米/英寸） 620
功率（千瓦） 15.0
产品

特点 鲜肉和冻肉切丁机

最大产量(吨/小时)  
(理论最大值)

4.0

料仓规格  宽 x 高 （毫米/英寸） 120 x 120
最大进料长度  （毫米/英寸） 620
功率（千瓦） 7.5
产品

TWISTAS



AVITOS

最大产量(吨/小时)  
(理论最大值)

2.0

料仓规格  宽 x 高 （毫米/英寸） 210 x 120
最大进料长度  （毫米/英寸） 620
功率（千瓦） 12,5
产品

特点 产温度最低 -18 ºC

CASAN 200

最大产量(吨/小时)  
(理论最大值)

3.0 

料仓规格  宽 x 高 （毫米/英寸） 200 x 120
最大进料长度  （毫米/英寸） 550
功率（千瓦） 9.0
产品

特点 奶酪切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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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小车

• 机器辅助部件唾手可得

• 将刀片、传送带之类的机器部件存放在工具小车上，便于清洁

磅秤

• 普通包装或精确包装精确称重

• 偏差最多在+/-0.3%

• 确保每个包装的重量

• 最多可称重每包50公斤

• 自动重量修改，防止过重

• E料箱、纸盒、真空包装都可用

• 可用流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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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S动态推动系统，精确切割。DVS动态推动系统确保产品连贯
和精确地传送至切片刀处。减少产品晃动是精确切割的重要前提条
件。

切片准确性越高，您的利润越大 - 高效直接。精确的镰刀和智能产
品抓手创造了丰厚的利润。

• 强劲整齐精确切割。例如：肋排、牛排、炸肉排和其它许多新 
 鲜及冷藏产品，或冷冻肉全都不在话下。

• 出品率最大化切割

• DVS动态推动系统和精确镰刀型刀片让切割尽善尽美

• 智能产品抓手等革新技术让利润最大化

• 自动化进程加速生产率

• 完全符合高度卫生需求

特莱富砍排机 - 您的效益,一目了然

特莱富砍排机



PUMA F / FB

每分钟最大刀速（双刀） 400
料仓横截面 宽x高 (毫米) 220 x 240

最大进料长度（毫米） 700
功率（千瓦） 3.4 / 3.5

产品 最低 -4 ºC 

PUMA E / EB

每分钟最大刀速（双刀） 400
料仓横截面 宽x高 (毫米) 220 x 240
最大进料长度（毫米） 700 / 1,100
功率（千瓦） 3.4 / 3.5
产品 最低 -4 ºC 

特点 把产品分成若干切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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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 F/FB

每分钟最大刀速（双刀） 400
料仓横截面 宽x高 (毫米) 350 x 240

最大进料长度（毫米） 700

功率（千瓦） 3.4 / 3.5

产品 最低-4 ºC 

LION E/EB

每分钟最大刀速（双刀） 400
料仓横截面 宽x高 (毫米) 350 x 240

最大进料长度（毫米） 700

功率（千瓦） 3.4 / 3.5

产品 最低 -4 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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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 bacon

每分钟最大刀速 300
料仓横截面 宽x高 (毫米) 270 x 108
最大进料长度（毫米） 620
功率（千瓦） 3.3 / 3.4
产品 非常低的温度

特点 专用于培根切片

LION E/EB

每分钟最大刀速（双刀） 400
料仓横截面 宽x高 (毫米) 350 x 240

最大进料长度（毫米） 700

功率（千瓦） 3.4 / 3.5

产品 最低 -4 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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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ON evolution
最大速度的高精度

高速的切割，极高速度的产量以及连续稳定的精度 - 这就是FAL-
CON evolution存在的意义。

基于在定重切割领域近20年的经验，特莱富研发了FALCON  
evolution，与入门级型号FALCON hybrid basic相比，性能方面获
得大幅的提升。 无与伦比的生产效率，尤其是由于各个过程的远
见优化。

每分钟最大刀速（理论最大值） 550
料仓横截面 宽x高 (毫米) 取决于产品和应用, 最大 

260 x 180
最大进料长度（毫米） 带抓手: 800
功率（千瓦） 10.3 不带动态称  

11.3 带动态称
产品 最低 -4 ºC 

特点 重量控制，出品率最大化，高产品



近观一下机器（图上），展现了突破性的，无比的开阔。基于优
质-卫生-设计，卫生标准再一次重新定义。

复杂的技术

可驱动的，受轮廓控制的特莱富下压轮 - 与产品抓手一起运行 - 保
证产品在切割过程中的稳定性，是精度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凭
借高度现代化的技术，刀片沿着产品轮廓进行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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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ON robotic
更短的转换时间,更高的品质,更高的出品率

大抓取产能/分钟(每个机械手) 80(单个机械手)

大抓取产能/分钟(每个机械手) 125(两个机械手)
产品 不带骨和带骨
机械手系统 真空和手指机械手
机械手变化 快速转换系统,无须工具

包装外形 平板拖盒, MAP, Slimfresh, Deep 
drawing unit

包装尺寸 取决于产品应用

拖盒轨道数量 1或2
最大产品重量(公斤/磅) 3; 6.6(配有抓手)
机械手工作箱尺寸(毫米/英寸) 1,130
FALCON evolution长度(毫米/英寸) 大约 12,000

宽度/高度(毫米/英寸) 2,200 / 2,500

功率(千瓦) 20



您的效益,一目了然

•  通过自动化减少人工工时和班次转换 - 同时节省了成本和时间

• 4D照相系统全方面捕获并且校正产品

• 使用机械手技术的全自动分拣和放置过程 - 用于有或不骨头产品的
切割

• 也适用于根据厚度或重量规格进行切割

• 只要一个按钮，可将产品分成不同的重量 - 计算最佳切片厚度以达
到目标重量

• 高度灵活的切割系统，具有不同的可选模块，例如预称重 / 动态分
配分离器 / 组合输送带 / 动态称 / 带有推动器的分拣站，例如： 分
离不足或超重切片（可选）/ 翻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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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确的切片，完美的产品摆片 - 对于特莱富切片机都是“最基本 
 的业务”。 随着新的切片机换代，现在您可以节省更多能耗。 
 特莱富切片机不再像其他切片系统空切产品。因此，同样的产 
 能，特莱富切片机刀片旋转更少。 基于这个原理，也可以切温 
 度较高的产品，这可以节省相当的能耗为了调节温度。

•  更加省时，更加节能，因为可以切温度较高的产品（经济式切
片）

• 2013年获得成功创新奖-特莱富连续式切片技术

• 特莱富切片机所有的优点: 加强版的驱动能量和动力,更少的停 
     机时间,,最大的加工安全性,更多的产能和更多的灵活性,根据客 
     户的需求

• 全球独一无二的SAS摆码专利技术，实现最完美的产品摆码 

• 多样化的扩展模块，升级至全自动线

• 敞开式的设计，清洁简单，省时

• 具有专利技术的真空抓手特别适合柔软的产品

特莱富切片机 - 您的效益,一目了然

特莱富切片机



DIVIDER orbital 400+

每分钟最大刀速（理论最大值） 1,600
料仓横截面 宽x高 (毫米) 280 x 160 / 320 x 130; 

(可选项)
最大进料长度（毫米） 850 / 1,000 (可选项)

功率（千瓦） 4.8
产品

特点 整条线解决方案

每分钟最大刀速（理论最大值） 900

料仓横截面 宽x高 (毫米) 280x160

最大进料长度（毫米） 600

功率（千瓦） 2.8

产品

特点 入门级型号,单机

DIVIDER star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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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R 660+ 分选切片线

每分钟最大刀速（理论最大值） 2,640
料仓横截面 宽x高 (毫米) 320 x 130 / 280 x 160 

最大进料长度（毫米） 850 / 1,000 (可选项)

功率（千瓦） 5.5
产品

特点 非常紧凑的拖盒进料线

DIVIDER 660+

每分钟最大刀速（理论最大值） 2,640
料仓横截面 宽x高 (毫米) 320 x 130 / 280 x 160 

最大进料长度（毫米） 850 / 1,000 (可选项)

功率（千瓦） 4.8
产品

特点 大型进料仓



• 这台手动磨刀机能够磨所有特来富切片刀

• 操作简单并且安全。生产的安全全都来自这持久锋利的刀刃为 
 您提供连续的干净整齐的切片。

• 钻石装置磨刀工具

• 根据要求提供其他型号

HS_di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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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料的最小化：更多的出品率

• 柔软产品的稳固抓握是增加产量的保证

• 特别适合于某些产品，例如蒸煮香肠、无孔奶酪、熟火腿、蔬 
 菜产品比如豆腐等

• 安全的双舱室系统：两个舱室的真空抓手会同时抽真空，而并 
 非一个单独产生。

真空抓手： 更多的出品率 - 更多的生产可靠性

• 通过尾料的最小化，实现了高成本效益

• 完美的卫生级设计/简单且快速的清洗

• 真空抓手是可选件，适合所有特来富切片机



各种不同产品切片，没有粘连现象，因为特莱富自我研发生产了莲
花切片刀。

刀片的特殊雕刻解决了粘连问题，特别是柔软的产品，例如蒸煮香
肠，蒸煮火腿或者奶酪。呈现了完美，整齐的摆片。在您生产车
间，切片加工过程运转会非常平稳，更加的高效率。

除此之外，产品温度无须降低很多。这意味着物流和产品温控方面节
省了更多的能耗。

由于特莱富能够自我研发生产，特莱富刀片的鉴定有了保障：莲花刀
的研发和生产。莲花刀运行过程中会创造一个小小的“气垫”，这就是
特莱富专利。

莲花切片刀： 切你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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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包装来自切片专家：拥有纳米刀片，现在可以更加有效的切片

特莱富纳米刀片：使用最佳的刀片，100%充分利用机器的潜能。
特莱富将机器和刀片的研发生产融为一体 - 这是唯一能够获得最佳
切片效果的方法。

并且 - 到最后一天，您也可以节约能耗。特莱富设计的刀片寿命非
常长。 高品质的钢材，高水准复杂的加工工艺，包括复杂的机械
加工，雕刻，打磨，都是为了专注于刀片的锋利，长寿命以及高
品质  - 一切尽在不言中

理想的切割条件，稳定的切片品质都是基于特莱富品质刀片和特莱
富机器最佳的衔接
• 高级别的加工稳定性
• 充分利用机器的潜能和带来的高出品率
• 特莱富刀片磨刀装置（HS型号）
• 长寿命的刀片来自高品质的钢材，高精度的专业加工，低损耗 
 的打磨和磨刀
• 在其他机器的部件，没有损坏或者额外磨损的风险（例如:轴 
 承，切割框）通过非专业刀片处理。



为了能够自己加工刀片，专家们严格执行特莱富工程师的制定的要
求，研发高准确度，高精度的刀片。

定期打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锋利的刀片才能切出高品质的效果。
我们为了特莱富纳米刀片提高磨刀打磨服务。处理刀片是很柔和
的，仅产生非常低的损耗。锯齿刀片，例如，不仅是重新打磨。锯
齿会一个一个的被重新精确打造。

我们工作注重细节，确保没有废料（例如：金属颗粒），切片品质
是最高标准的。您的刀片寿命非常长 - 非常值得投资！

刀片和机器来自同一源头：为了您的产品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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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命纳米刀片
最佳耐用性

特莱富纳米刀片长寿命刀片：使用最佳刀片，使用100％的  
FALCON 定重砍排机的潜力。特莱富研发并且将机器和刀片融为一
体 - 是实现最佳切割效果的唯一方法。

而且 - 在一天结束时，您还节省了成本：

特莱富刀片设计使用寿命长，是绝对的市场创新。 高质量的钢材，
复杂的制造工艺在最高水平，包括用于雕刻刀片的复杂机械和磨刀
服务，专注于快速磨刀以及质量和刀片的长使用寿命 - 这一切都说
明了这一点。



•     比普通刀片寿命延长5-10倍*

• 防破损系数调高至5倍 

• 防腐蚀系数增强 

• 凭借超光滑和均匀的设计结构，最大的工艺可靠性和完美的切
割能力 

• 凭借最佳的创新合金含量，切割耐久性高 

• 在特莱富公司，经济的打磨和磨刀循环服务 

• 无须投资磨刀机 
 
* 符合特定的工艺参数和使用特莱富磨刀服务

计算您的效益: www.treif-tco.com

特莱富长寿命纳米刀片 —  
您的效益,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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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一堂的切片技能：特莱富客户中心

在这样一个演示间，您可以亲身体会特莱富四类机型的切片性能： 
这就是在德国Oberlahr的食品切丁切片中心（FCC），让您广泛的
熟悉特莱福食品的切割技术。正在等待您的是：来自切丁，砍排，
切片和面包切割领域的专业建议和创新技术。

我们愿意为您提供现场测试机器的性能和产量。欢迎您带产品来做
测试。

就 和 您 所 在 的 特 莱 富 代 表 处 预 约 一 下 ， 或 者 发 邮 件 给 我 们  
info@treif.com (主题： 客户中心)

我们期待欢迎您来到我们的食品切片切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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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产品信息

您是否想了解一流的免刀轴润滑的全新面包切片机？

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恰恰正是您要找的伙伴！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 我们殷切期待您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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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reif.com

TREIF Maschinenbau GmbH
Toni-Reifenhäuser-Str. 1
D - 57641 Oberlahr
Tel. +49 26 85 944 0
Fax  +49 26 85 10 25
E-Mail: info@treif.com

位置:

TREIF U.K. Ltd.

Genesis House, Poole Hall Road, 

Poole Hall Industrial Estate

Ellesmere Port, GB - Cheshire CH66 1ST

Tel. +44 151 35 06 100

Fax +44 151 35 06 101

E-Mail: treifuk@treif.com

TREIF USA Inc.

50 Waterview Drive, Suite 130

USA - Shelton CT 06484

Tel. +1 203 929 99 30 

Fax +1 203 929 99 49

E-Mail: treifusa@treif.com

TREIF Italia S.r.l.

Via Sant’Agnese 43-45

IT - 40132 Bologna

Tel.   +39 051 72 81 38 

E-Mail: info.it@treif.com

TREIF S.A.R.L

22, rue des Tuileries

F - 67460 Souffelweyersheim

Tel.  +33 3 88 184 018

Fax  +33 3 88 184 019

E-Mail: info-france@treif.com

比利时特莱富
Villalaan 21 

B - 9320 Aalst

Tel.  +32 53 770 813

Fax  +32 53 789 666

E-Mail: jo.luypaert@treif.com

TREIF Sp. z o.o

ul. Zbrowskiego 14, lok. 14 

26-610 Radom

Tel.       + 48 506 412 522 

Service + 48 506 413 197 

E-Mail: infopl@treif.com

总部:

中国特莱富
Shanghai Representative Office

Room 212, No.188 Zhangyang Rd.

PRC-Shanghai 200120 China

Tel. +86 21 5879 8255

Fax +86 21 5879 8256

E-Mail: treif.china@treif.com

在这里您能联系到我们,150多个
合作伙伴一目了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