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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分选
和去皮解决方案



分选至关重要
食品生产和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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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企业和食品包装企业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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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刀豆、毛豆、玉

米、胡萝卜、菠菜、西
兰花、草莓、黄桃、

芒果等

安全放心的食品
始终如一的品质
陶朗分选能够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案，帮助果蔬加工企业提高 
终端产品品质。向消费者提供优质且安全的产品是食品加工企
业的首要目标，也是陶朗的优势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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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可选的分选机型。

田间刚收获的
新鲜胡萝卜

分销

切割

预分选，剔除异物

异物剔除, 
品质和大小分级

缺陷、形状和 
异物分选

异物、颜色和
形状分选

缺陷、形状和
异物分选

清洗

去皮损失最低， 
用水量最少

减少原材料损失
和用水量

返工剔除

合格品接收

漂烫

冷冻

仓储

蒸汽去皮线



脉冲式LED光源
配合不同频段的脉冲LED照明光源，使用可见光光谱和红外
线检测技术，能够更加高效地识别产品的细微颜色差异。脉
冲式LED有许多优点：免校正、超稳定、使用寿命长、精度高、
运行生热低。

相机
高精度相机依靠可见光光谱，并结合使用近红外线、紫外线
等多种光谱，可对产品的颜色、生物特性以及形状进行检测。
陶朗已独家开发出具有光谱调节功能的超高精度相机，是食
品光学分选的理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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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与好产品颜色相同的不良品
及肉眼无法识别的不良品，也能被精确检测并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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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捍卫企业品牌和声誉。

产出量最大化
提高食品的质量和使用价值，不但能增加终端消费者对食品
加工企业的信任，还能够提升食品企业的产能和产出。为您
的食品原料提供最高效的智能分选解决方案，减少加工过程
中食品原料的浪费，实现原料最大化的合理利用，是我们的
目标。同时，陶朗的解决方案能够最大程度为客户节省能源。

稳定的性能
设备性能稳定可靠是食品加工厂高效运行、保持商业竞争力
的关键因素。陶朗通过稳定、高效地去除异物和不良品，帮客
户确保产品品质和安全。陶朗不但是您优化生产流程的最佳
技术合作伙伴，同时能保证整个加工产线的性能稳定。

陶朗优势

技术



Julien Dubois,  
Ardo 公司 包装与光学分选项目工程师

“陶朗的创新技术保证了设备始终处于最稳定
的状态，帮助我们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Guy Saint-Lo,  
Prim’Co

“自从采用了陶朗
所提供的解决方
案，我们的产线一
直保持着稳定的
运作，且灵活性得
到了提升。”

Jon Wetherell,  
Birds Eye 公司项目工程师

“我们和陶朗及当地的代理建立了非
常好的合作关系，这保证了整个安
装过程顺畅有序。”



HALOSENTINEL II

Halo可根据蔬菜的品质、颜色、形
状和大小进行分选，适用于去皮前
和去皮后的各类蔬菜。去皮前，设
备将异物、重度不良品和异形品挑
出来；若安装在去皮后，Halo分选
技术可加强食品安全，为产品的整
体质量进行最后把关，并提高产品
的出成率。结合脉冲式可见光/近红
外LED光源，高精度的传感器能从

Sentinel II 专门为清洗过的蔬菜及
去皮后的根茎类蔬菜设计，可实现
高效且精准的分选。Sentinel II 能
够满足 蔬 菜 加工产业的多样化需
求，为季节性和全年加工的种植户
和加工企业提供解决方案。量身定
制的光学配置和设备的高性价比，
突显投资回报率的优势。即使是大
批量进料，分选性能依然能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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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从产品流中分离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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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整洁且降 低了维护成
本。

光学分选和蒸汽去皮
解决方案

功能
产量
灵活性



HALO ODYSSEY

优质产品中分离出异物、异色品、
不良品和异形品，将不同等级的产
品分别 送 至 三个 输出通 道 上 。稳
定、耐用且设计紧凑的Halo 配备耐
磨的分选指。直观的用户界面为操
作人员提供实时数据和资料统计。
操 作 和 维 护成 本 较 低，设 备工作
时，操作员无需过多介入。Halo分
选机是蔬菜加工企业的完美搭档。

高品质ODYSSEY蒸汽去皮机专为
根茎类蔬果的季节性加工企业而设
计（比如胡萝卜、南瓜、大头菜、猕
猴桃、黄桃、芒果、苹果等）。它结
合了陶朗独有的控制软件、更大容
量的蒸汽去皮罐和称量斗，帮助客
户高效地加工各类蔬果。瓶状的蒸
汽去皮罐能够高效完成大量的蔬菜
去皮。ODYSSEY蒸汽去皮机使用简

单的蒸汽供应和排放装置，减少维
护和操作成本的同时，提升了设备
的去皮性能；这使其成为市场上最
具性价比的蒸汽去皮机。ODYSSEY
蒸汽去皮系列提供多种不同大小的
蒸汽罐，产能高达4吨/时-70吨/时
不等。

蒸汽去皮机
功能
产量
灵活性



BLIZZARDTOMRA 5B

TOMRA 5B模块化的分选设备可高
效剔除外来异物、异色品、形状或
大小不合格的产品，显著提高了产
品的质量及食品安全性。将特殊的
高精度线性扫描相机技术、组合激
光技术、形状分选技术以及红外透
视技术相结合，可对产品进行360
度全方位的检测，满足任何加工企
业的多样化需求。

TOMRA 5B可根据用户需求，将产品
分成两组或者三组不同等级，另外
高精度剔除气枪和智能剔除算法能
优化剔除效果，保证高效准确去除
产品中的次品和异物。其简单直观
的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可实时反馈分
选性能和结果，此外设备性能稳定
可靠，符合欧盟卫生标准，IP65防护
等级，维护成本低。

功能
产量
灵活性

Blizzard分选机专为冷冻蔬菜和水
果分选而设计，是一款性价比极高
的设备。采用脉冲LED技术，对进
料在自由下落过程中进行双面扫描
和识别，可高效剔除所有异物和不
合格的产品，从而确保产品质量，
捍卫食品安全。该设备体积小巧，
易接入既有产线，且开放式结构易
于清洁、干净卫生，是食品加工产线

陶朗分选
解决方案



NIMBUS
功能
产量
灵活性

功能
产量
灵活性

中冷冻环节后端或包装线前端的最
佳选择。该分选设备为客户降低了
人工成本和设备耗能，从而降低整
体运营成本并提高年投资回报率。

确保食品安全和品质稳定是食品企
业每天面临的首要任务。为了帮助
蔬菜加工企业应对这一挑战，陶朗
专门开发了Helius和Nimbus两款自
由下落式分选设备。能帮助蔬菜加
工企业从冷冻产品中剔除异色品和
异物，并根据产品的生物特性（如
叶绿素含量）进行检测。不合格的
产品可通过前端或后端的压缩空气

喷嘴剔除出去。先进的技术方案和
卓越的机械设计相辅相成，使设备
的性能最优化，降低了误剔率，同
时提高了产能和产出量。



蒸汽去皮的优势

 + 效率更高
 + 性能更稳定
 + 运营成本低
 + 维护需求和费用低
 + 实时数据监测
 + 去皮损失率最低
 + 产能更高 

蒸汽去皮机 

脱皮分离机 

清洗机

光学分选机

蒸汽去皮线
陶朗集团开发蒸汽去皮和去皮分离解决方案已有40多 
年的历史，始终致力于改进工艺，从而提升效率、产能和改善
蒸汽去皮的效果。  

传统的机械去皮使用刀片或磨擦的方式削掉胡萝卜等根茎
类蔬菜的表层，去皮的同时，原材料的损失量可观，损耗率可
高达50%。

陶朗的蒸汽去皮设备不但产能更高，还能显著减少去皮和加
工过程中的原料损耗及能耗，提高产品出成率，是投资回报
率最高的方案。

陶朗的蒸汽去皮设备不受根茎类蔬菜的形状限制，能够针对
不平整的表面（比如凹陷处）进行低损耗去皮，并且维护需求
和成本极低。这些优势可显著提高客户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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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分选参数

l 一般 
ll 良好 
lll 优秀

标准配置
SENTINEL II

升级配置
HALO

顶级配置
TOMRA 5B

标准配置
BLIZZARD

升级配置
NIMBUS

检测技术 脉冲 LED 脉冲 LED 相机 & 激光 脉冲 LED 相机 & 激光

剔除 2-3 路 2-3 路 2-3 路 2 路 2-3 路

精确大小/尺寸 lll lll lll

具体形状 lll lll lll

细微颜色差别 ll lll lll ll ll

细微瑕疵 ll lll lll ll

轻微缺陷 ll lll lll lll

破损 ll

水分含量 l lll lll

生物学特性 lll lll

异物/杂质 ll lll lll lll lll

异物/杂质高级检测功能 ll lll ll lll

石块 lll lll lll lll

土块 lll lll lll lll

产品密度 lll

监测数据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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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陶朗中国微信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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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