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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选至关重要
食品生产和交付过程中的丝毫差错都可能让食品企业的声
誉毁于一旦。无论您处于食品行业中的哪个环节，分选都
是至关重要的。凭借近50年的行业经验，陶朗集团已广泛

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并且熟知农场主、生鲜包装商和食品加
工商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因此，陶朗能够提供现今食品
行业中最佳、最全面的基于传感技术的分选解决方案。

应用于: 
整薯、薯条、薯片、

薯丁、薯角、
全粉等

安全放心的食品
始终如一的品质
陶朗分选设备运用目前全球最前沿技术，专门根据客户的不
同需求，为加工各种各样的产品而设计设备。为客户提供优质
且安全的产品是食品企业的首要目标，也是陶朗设备的优势所
在。陶朗在为客户减少农产品原料浪费的同时，也为客户创造
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提供从农场到餐桌 
基于传感技术的解决方案
陶朗会根据客户的生产环境、产量要求以及其他具体需求，提供工艺规划建议，并在大
量参考既有客户的经验后，结合客户产品的测试结果，最终确定设备的具体配置。

陶朗能根据不同的投资预算，为加
工线上的每个环节提供多种可选的
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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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物剔除，品质、
颜色和大小分选，

记录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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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炸

冷冻

配送

异物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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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去皮线



近红外技术
近红外技术使用可见光谱之外的近红外区检测产品。这项技
术能检测出产品上无法通过肉眼看见的特征。陶朗的近红外
技术可以识别物体表面及内部的一些化学差异、分子差异和
变化。

脉冲式LED光源
结合不同的脉冲系列组合，采用可见光光谱和红外线技术能
够检测到产品最细微的颜色差异。脉冲式LED有许多优点：
免校正、超稳定、长寿命、高精度和低生热性。

相机
高精度相机可实现对产品的颜色、生物特性以及形状进行检
测，其检测不仅依靠可见光光谱，还结合使用近红外线、紫外
线以及其他光谱。陶朗已独家开发出装有调节光谱功能的超
高精度相机，是食品光学分选的理想选择。

激光
陶朗的激光分选设备可对产品的颜色、物质结构和生物特性
进行分选。通过激光扫描，即使不良品和好产品颜色相同，也
能精确检测出不良品。

食品安全
自动分选技术能显著降低产品被异物和杂质污染的风险，减
少产品召回和客户投诉，因此，陶朗分选方案帮助客户更好
地保护其企业品牌和声誉。

产出量最大化
采用陶朗的先进分选技术提高客户的产出，同时与客户建立
良好信任的关系。稳定的高产能分选可帮助工厂发挥现有设
备的更高价值和效益。同时有效稳定地剔除不良品，保证最
终成品的安全和品质。减少产品投诉，提高客户满意度，从而
提升公司在业内及竞争企业中的形象。

稳定的性能
稳定可靠的性能是维持客户工厂良好运行，保持商业竞争力
的关键因素。陶朗提供先进的技术和性能稳定的设备，能够
最大程度地帮客户节省能源，减少浪费。

陶朗优势

技术



陶朗先进的分选设备每小时能检测数以亿计的产品，经过更高的处理量和更合理地
利用后通常能使最终产出量提升5-10%。这相当于每年能节省大约25,000卡车马铃薯！

Jorn Remmem,  
Old Dutchh集团首席项目经理

“陶朗拥有强大的本地售后服务工程师团队，能够为
我们提供无语言障碍的高效沟通和支持，陶朗提供了
超越我们期望的一流的技术服务。”

Jan Janssen,  
爱味客集团技术经理

“陶朗为薯条分选机安装了针对薯
条产品的特殊光学检测元件，它可
从不同角度检测马铃薯薯条，这是
技术创新，也是一项重要的分选
性能突破。”

Frank Skybak,  
Hoff Norske Potetindustier 公司技术经理

“安装了陶朗蒸汽去皮机后，我们
的去皮损失更低，效率更高，工厂
环境也更佳了。”



SENTINEL IITOMRA 3A
Sentinel II 是专为清洗过的马铃薯
和蔬果提供高效及精细分选而设计
的一款设备。该设备能够满足马铃
薯产业的需求，为季节性和全年加
工的马铃薯种植户和包装商提供解
决方案。这种量身定制的光学配置
和低成本显著提高了本已十分诱人
的投资回报率。

一款专门分选 未清洗马铃薯的设 
备，其多波段的近红外传感器能高 
速检测并剔除马铃薯中的土块、石 
块等异物。最新的颜色传感模块还 
能识别并剔除发青的马铃薯。
TOMRA 3A 为种植商减少人工、降
低仓储成本、最大化增加产出的同
时提高产品质量。

该系统用户界面直观简易，可以一 
目了然地对原料进行监测，帮助农 
场主更好地控制原料的品质，先进 
的检测技术结合稳定的拨指剔除系 
统为农场主提供高效且精确的分选 
方案。

陶朗分选
解决方案

功能
产量
灵活性



TOMRA 5A
即使是大批量进料，分选性能依然
有保证，且所 有的异物、异色、斑
点瑕疵、腐烂等不良品以及破损品
都将从产品流中被分离出来。用户
界面为操作者提供了实时数据、诊
断和维护信息。开放式的结构设计
有利于设备保持洁净且降低了维护
成本。

TOMRA 5A 是新一代整果分选机，
其新增的功能和提升过的设备性能
可以满足客户在加工端对食品安全
保障，提高产出和减少成本需求。
TOMRA 5A 的优势可以高效剔除各
种异物，如玉米棒子、木块、梗、塑
料、玻璃和高尔夫球等。食品安全 
和品质是消费者和包装商的第一原 
则。该设备配置的最新去皮控制模 
块，可提供最佳运行性能。

TOMRA 5A能很好地控制马铃薯品
质分级，减少轻微瑕疵品的浪费，
同时从丢弃的马铃薯中回收部分合
格品。剩下的残次品可二次去皮或
加工成配料，生成其他产品，如马
铃薯全粉。 

功能
产量
灵活性

功能
产量
灵活性



TOMRA 5B
减少蒸汽去皮时间是马铃薯去皮最关
键的因素。为了满足这个需求，陶朗Eco
蒸汽去皮机凭借高效的去皮速度不但均
匀去皮、而且降低去皮损失的同时提
高产线的产出。蒸汽用量的大幅降低，
能节省出高达25%的能耗。

TOMRA 5B 专为提高产量和品质而
设计，可最大化降低产品浪费并优
化产线运行能力。该分选机结合陶
朗独有的高级算法和360度全方位
扫描技术以确保系统维持在最佳的
运作性能。其高分辨率相机以及高
强度LED灯，为产品成像提供充足
的光源，精确检测每一个产品的颜
色、形状和其他异物，降低误剔率，
提升品质。

其先进的剔除系统配有全新高速
小口径喷气阀，可剔除各类不良
品，减少成品的浪费。设计上兼
顾快速高效的清洁减少人工触及
不到的区域，并降低料堆积引发
的卫生风险。
TOMRA 5B 操作方便，为用户提
供更多的灵活性，还可根据设定
的标准进行反选。

ECO
功能
产量
灵活性

陶朗分选
解决方案



POM/DYN
Eco 去皮机将过去固定的蒸汽填充 
更新为蒸汽可控管理系统，对去皮 
线 效 能 进 行 可 持 续 性 的 优 化 。  
Eco 蒸汽去皮机配置陶朗独有的蒸
汽罐，原料进入高压罐经搅拌后，
高温高压蒸汽可迅速填充每一个原
料的表面，高压罐也同时配备了一
个独特的可平行开合的罐门。
  

Pom/Dyn是一种尺寸分析系统，它
改变了统计质量控制的方法。其目
的是从薯条样本中获得尺寸规格。
通过采用高级的形状识别软件，系
统也可测量弯曲产品。测量结果在
本地保存或上传到客户网上以供日
后参考。

一 条完整的去皮线包含一台蒸汽
去 皮 机 、干 式 去 皮 分离 机 、清 洗
机、去皮控制模块和光学分选机。
陶朗提供的蒸汽去皮系列设备有
Orbit、Odyssey和Eco。

蒸汽去皮机ECO

陶朗分析
解决方案



去皮模块
马铃薯加工商经常面临原料品质不一的问题，即使经去
皮处理后，仍需要持续监测去皮效果，适时调整去皮机的
参数以提高马铃薯产出。通常操作员为确保去皮到位会
加长蒸汽去皮的时间，反而导致产量损失。持续稳定的去
皮扫描、去皮质量设定和自动蒸汽去皮控制能保证最佳
的蒸汽去皮时间，实现产量最大化。

陶朗去皮控制模块是马铃薯蒸汽去皮行业最新的监测工
具。该模块集成在TOMRA 5A分选机中。采用多光谱成像
技术，稳定的去皮分析可精准监测到去皮质量，还可以通
过去皮机，自动计算出最佳去皮时间并适时调整，保证马
铃薯进入鲜切前都是达标的去皮程度。

设备提供及时充分的去皮程度、产品尺寸和品质信息有
利于用户和产线经理更好地做决策。

这些设备已在多个薯条厂投入使用，帮助用户至少提升
了0.5%的产出。去皮控制模块可接入多个TOMRA 5A分
选机并 工作原理 同步监测各个去皮机的数据。工作原理

一旦产品进入传送带，将被自动运送到测量区，无需再
纵向调整产品。视觉计算机结合高速照相机和高级图像
处理软件来计算所需的参数。质量控制人员能根据提供
的长度信息做更好的决策。

POM/DYN
 陶朗Pom/Dyn是质量控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能确保薯条的长度符合终端客户的规格要求。

这种可见光系统能直尺式地（直线长度）或按照产品曲
线（中线）测量产品，精确度可达1毫米左右。而专门选
用的LED照明装置可弱化颜色变化和差异的影响。

该分析系统能在一分钟内测量2公斤的产品，快速地向
操作者提供结果。之后，质量控制操作员可以根据获悉
的长度描述选择更合理的操作。



高级分选参数

l 一般
ll 良好 
lll 优秀

功能型
TOMRA 3A

性能级
SENTINEL II

高性能
TOMRA 5A

高性能
TOMRA 5B

技术 功能型 脉冲LED 脉冲LED 照相机和激光

剔除分选 2 路 2-3 路 2-3 路 2-3 路

精确大小/尺寸 l lll lll

详细形状 lll lll

细微颜色差别 l ll lll lll

细微瑕疵 ll lll lll

缺陷腐烂 l ll lll lll

破损 ll lll

水分分析 lll

生物学特性 lll

残皮检测 ll lll lll

杂质异物 lll lll lll lll

高级杂质异物检测 lll lll

石块 lll lll lll

土块 lll lll lll

产品密度 lll

数据记录 有 有 有

产品手册可在官网 www.tomra.cn 上获取，或联系陶朗公司索取



陶朗集团为新鲜食品和加工食品行业提供基于传感技术的光学分选，
蒸汽去皮和食品加工解决方案，是业内当之无愧的领军企业。

本着物尽其用、科技创收、福泽于众的理念，陶朗集团改变着人类获
取资源，使用资源和回收利用资源的方式。

携手陶朗，引领资源革命

如果您有意对产品做一次免费的分选测试，或者了解更多信息，请随时联系我们。

陶朗食品欧洲总部
地址: Research Park Haasrode 1622 
Romeinse straat, 20 
3001 Leuven 
BELGIUM 

电话: +32 16 396 396 
传真: +32 16 396 390 
邮箱: food@tomra.com 
网站: tomra.com/food

陶朗食品美国总部
地址: 875 Embarcadero Drive 
West Sacramento 
California 95605 
U.S.A.

电话: +1 916 388 3900 
传真: +1 916 388 3901 
邮箱: food.us@tomra.com 
网站: tomra.com/food扫描二维码，关注陶朗中国微信

陶朗食品中国总部
陶朗分选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新丰二路8号日华大厦1A/E  
邮编：361006
电话：+86 592 572 0780 
传真：+86 592 572 0779
邮箱：inquiry.China@tomra.com
网站：www.tomra.cn

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