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裝解決方案

生命科學和醫療器材及保健產品



莫迪維克作為一家創新型的包裝方案供應商，綜合考

慮藥品和醫療器材產品生產商的特定需求，如包裝製

程的可靠性、可再生性以及自動化程度等，為其量身

打造包裝設備或包裝生產線。

莫迪維克設備可靠、耐用，服務全面，我們有信心成

為您生產線上不可或缺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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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產品的客製化包裝解決方案

製程可靠、可再生、可追溯

莫迪維克解決方案靈活且高效 , 適用於包裝無菌醫藥產品。

整合式包裝解決方案

莫迪維克作為一家全球性的企業，在包裝領域有堅強的專業知識、豐富的

經驗以及世界領先的技術。莫迪維克根據客戶的特定需求，結合專業知識，

為客戶量身打造合適的包裝解決方案。值得一提的是，莫迪維克提供的包

裝解決方案遠遠不止一台性能可靠的包裝設備。

全球化的銷售和服務網路

從客戶售前諮詢，到需求落實，再到設備調試及售後服務，我們提供的服

務將貫穿整個包裝方案的始終。

可持續的包裝理念

一直以來莫迪維克都身體力行地貫徹可持續的包裝理念。我們始終認同材

料可再生利用的包裝理念。可持續包裝理念不僅適用於設備的應用，而且

適用於設備的整個生命週期。這意味著我們的包裝設備不僅能節約資源，

而且使用壽命長。

從行業的具體要求

到客製化的解決方

案

莫迪維克在行業多年的經驗，以及當地

專業銷售顧問和德國總部項目經理的專

業支持，有效地幫助我們的顧客研發理

想的包裝形式。

設計

一旦收到採購訂單，內

部生產程式即啟動，專

案經理作為流程中的核

心成員闡明最終的配置。他負責與客戶

的溝通，並在“設計審查會議”中確定

設備的設計。

需求總結

自專案開始，我們會收

集客戶的具體需求，瞭

解其行業和產品所遇到

的困難，之後再總結為其期望的目標 --

這些一般會記錄在《使用者需求說明》

內。莫迪維克的專家們也會嚴格分析現

有的包裝解決方案以決定是否能滿足客

戶的需求。

專案規劃和管理

基於收集的資訊，在與客戶

密切地溝通後，莫迪維克會

給客戶相應的提案和報價，

並出具必要的設備和模具圖稿。一般情

況下，莫迪維克會提供多個包裝解決方

案，繼而結合其他資訊與客戶進行深度

討論。

測試

客戶可以將自己的產品帶

至位於德國沃爾費爾茨希

文登的莫迪維克培訓和創

新中心測試提案的可行性。如果客戶需

要，莫迪維克還可以根據客戶特定的規

格進行包裝設計。

售後服務

在後續的合作中，客戶可以就

設備故障維修、定期維護和再

次驗收與莫迪維克達成協議。莫迪維克

售後服務遍佈全球，致力於為客戶提供

當地化的服務支援。莫迪維克全球分公

司均儲存有一定量的備件，以期在較短

的時間內為本地客戶供應原廠配件。

安裝

設備到達客戶現場後，莫迪

維克服務團隊即開始安裝、

調試設備，以確保其順利投入生產。

客戶若有需要，可進行現場接受度測試

（SAT），並進行附加的驗證服務。與

此同時，莫迪維克服務團隊還會對設備

的使用進行指導和培訓。

檢驗、校準、工廠接受度測

試（FAT）

設備在莫迪維克總部裝配、

校驗完成後，隨後生成相應

的資格證書。繼而，該項目即可進行工

廠接受度測試（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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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菌醫療產品

製程可靠、可再生、可追溯

莫迪維克無菌醫療產品包裝解決方案製程可靠、可再生、可追溯。我們的

設備相容於潔淨室，是低菌低粉塵產品包裝的理想選擇。

莫迪維克包裝設備適用包材範圍廣泛：如硬膜、軟膜、複合鋁膜、紙和

Tyvek，並支援多種滅菌方式。

客戶使用我們的設備包裝以下無菌產品：

‧ 導管

‧ 一次性產品

‧ 注射針

‧ 縫合材料

‧ 移植物

‧ 組合包

‧ 手術室用品

藥品，診斷和生物技術產品

敏感性和靈活性

莫迪維克包裝系統中符合 GMP 標準設計的包裝機可以靈活、高效地包裝

各種類型的敏感性產品，單個包裝或組合包裝均可實現。莫迪維克包裝解

決方案提供：

‧ 產品保護（避免環境影響，避免產品直接接觸，説說明產品定位）

‧ 定制功能（開口輔助，內部和外部包裝，……）

‧ 可追溯性（序列化、追蹤與追溯）

‧ 防止產品外露（避免交叉污染）

客戶使用我們的設備包裝以下無菌產品：

‧ 注射器

‧ 藥水瓶

‧ 安瓶

‧ 自動注射器

‧ 活動支架

‧ 組合包

‧ 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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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產品組合

我們為藥品和醫療器械產品提供定客製化的包裝解決方案，包括獨立的設

備以及自動化包裝生產線，功能覆蓋包裝、機械手臂、貼標、噴印、品質

檢驗、裝箱和堆棧，而且我們還可將客戶現有的系統和協力廠商產品整合

到我們的解決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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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成型拉伸膜包裝機

莫迪維克熱成型拉伸膜包裝機通過成型、裝填、封口實現產品的包裝。其

包裝形式有真空包裝和氣調包裝，且所適用的包裝材料眾多。

莫迪維克提供的熱成型拉伸膜包裝機滿足無菌醫療產品和藥品的包裝要

求，產品系列眾多，產能大小各異。

貼標和列印

整合多種列印系統

可作為模組化單元安裝的

貼標系統

裝填

手動

自動

成型

廣泛的包裝材料

各種成熟的成型、加熱系統

完美的包裝品質，即使很長的步徑長度和最大成型深度

莫迪維克的優勢

説‧ 客製化的解決方案

説説‧ 生產產量高、包裝品質卓越

説説‧ 以最小的占地面積實現最大產量

説説‧ 製程可靠、可再生、可追溯

説説‧ 高效利用包裝材料和能源

説説‧ 多樣化配置與升級

切割

低顆粒切割

針對特定材料的切割系統                   

穿孔選項

封口

安全、可重複開啟的密封接縫

可量化的技術參數（密封溫度，壓力和時間）

包裝的氣體條件

真空包裝

氣調包裝

監測設備

包裝內容物：產品識別，空包裝，完整性，突起等。

包裝材料：接頭，針孔檢測等

過程：各項參數監測

傳送至下游加工生產線

聚料，定向，傳輸，剔除異物，品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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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成型拉伸膜包裝機的設備選項

莫迪維克的熱成型拉伸膜包裝機設備選項眾多，以確保無菌醫療產品在潔

淨室環境中被安全、可靠地包裝。

最佳的清潔性和製程可靠性

這款設備囊括多種設計特點，可有效實現清潔性和製程可靠性。

説一目了然的安全防護

説無死角、無縫隙

説電線、氣管、水管均放置於在封閉管道內

説超小間隙

無塵室的相容性

莫迪維克包裝方案中的各運行單元可單獨應用於無塵室環境中，例如：

説低顆粒模組

説活性炭過濾系統

説排氣收集設備

説封閉的冷卻水迴路

資料傳輸

莫迪維克熱成型拉伸膜包裝設備選擇多樣化，可整合至生產企業的組織和

資料處理系統，如 MES、ERP 及其他生產資料獲取系統。

説OPC 介面

説VPN 用戶端

説Object 2 ─生產資料獲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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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維克清潔設計系列熱成型拉伸膜包裝機

靈活包裝敏感、複雜產品

莫迪維克清潔設計系列熱成型拉伸膜包裝機融合了莫迪維克在敏感性藥品和生物科技產

品包裝領域的重要研發成果。設備包裝製程可靠，整線潔淨度滿足 GMP 標準，即使小

批量生產，生產依然高效。

設備設計滿足醫藥行業要求

應用莫迪維克創新型設計理念，產品加工區域與設備操作區域嚴格分離，大的透明安全

防護門，保證了安全，且不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設備有非常好可視性和潔淨性。

模組化結構

莫迪維克設備模組化構造，在設計和延長性方面具有高度靈活性，使得自動

化、識別和檢測解決方案能夠靈活地整合到設備中。 

用途廣泛

應用莫迪維克清潔設計的熱成型拉伸膜包裝機在包裝材料、包裝規格以及成型

深度方面選擇廣泛。即使產量較小，生產部門也可通過快速、簡單的更換模具

來實現多種不同產品的包裝。

可持續發展

薄膜傳送和提升裝置均採用伺服驅動，高效節能。

單側的鏈條導軌運行為選配的配件 , 可確保包裝材料的最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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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盒封口包裝機

莫迪維克托盒封口包裝機是生產較小批量產品的理想包裝解決方案，此種包裝方

式，需手動將高度敏感的產品裝入包裝中。

我們的托盒封口包裝機可生產真空包裝或氣調包裝。

莫迪維克 T260 托盒封口包裝機是針對生命科學和醫療保健行業的特殊需求而開

發的包裝機。

T260 包裝的產品就其包裝品質、包裝製程的可靠性以及無塵室的相容性等方面

均滿足 GMP 標準。

T260 所能提供的遠不止：

説‧ 包裝製程可靠

説‧ 無縫、可程式設計的產品參數

説‧ 可測量性和可再生性

説‧ 無塵室相容性

説‧ 適用於多種包裝材料

説‧ 始終如一、可量化的高包裝品質

説‧ 多途徑資料收集、記錄和存檔

説‧ 通過 RFID 使用者登錄等綜合控制系統來實現系統認證安全

説‧ 使用者直覺簡易操作

緊湊型 T 260 C 靈活多變，通常情況下，採用透氣膜預切割後再封口。

在沒有硬性要求的情況下，莫迪維克所有的托盒封口包裝機系列均可通過配置來

包裝生命科學及醫療器材及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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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室真空包裝機

莫迪維克腔室真空包裝機可包裝各種材料製成的預製袋產品。即使是小批量產品

也可以在真空或控氧氣調（MAP）條件下包裝。

莫迪維克 TC 系列腔室真空包裝機是針對生命科學和醫療保健行業的特殊需求而

開發的包裝機。

莫迪維克腔室真空包裝機所包裝的產品就其包裝品質、包裝製程的可靠性以及無

塵室的相容性等方面均滿足 GMP 標準。

莫迪維克 TC 系列腔室真空包裝機所能提供的遠不止：

‧ 包裝製程可靠

‧ 無縫、可程式設計的技術參數

‧ 可測量性和可複再生性

‧ 無塵室相容性

‧ 適用於多種包裝材料

‧ 始終如一、可量化的高包裝品質

‧ 多途徑資料收集、記錄和存檔

‧ 通過 RFID 使用者登錄等綜合控制系統來實現系統認證安全

‧ 使用者直覺簡易操作

在沒有硬性要求的情況下，莫迪維克所有的腔室真空包裝機系列均可通過配置來

包裝生命科學及醫療器材及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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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手臂模組

莫迪維克機械手臂可靠、高效地自動化完成原本需要手動操作的任務。此

類機械手臂均採用模組化構造，配備可更換的抓取系統，適用於各種的產

品和包裝。

特點：

‧ 高速、精確

‧ 轉換快速、簡單

‧ 結構緊湊，占地面積小

莫迪維克機械手臂模組適用於多種產品和包裝：

‧ 裝填

‧ 卸料

‧ 減震

‧ 定位

‧ 剔除異物

‧ 後期客製化處理

‧ 程序控制

檢測系統

莫迪維克視覺檢測系統（MVS）作為整條生產線的終端檢測系統，檢測精

度非常高，且操作十分可靠，即使設備高速運行，其精度和可靠性完全不

受影響。

‧説包裝內容的品質和完整性

‧説監測標籤位置和列印品質

説‧ 產品資料的存在性和可識別性：條碼、二維條碼、批號等

説‧ 包裝形狀、顏色和表面

説‧ 單個包裝的特定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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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標和列印系統

我們的產品組合包含可靠的薄膜直印機以及貼標機，貼標、列印操作靈活

高效。當然，若有需要，我們還可將協力廠商的貼標列印系統整合到我們

的包裝解決方案中。

薄膜直印系統

薄膜直印系統可運用於生產線上列印文字、圖表元素以及多變參數。

‧ 產品設計

‧ 批號 / 批次或批量號碼

‧ 滅菌過程和保存期限資訊

‧ 條碼

‧ 公司標示

常見列印技術都適用於該工藝：

‧ 熱轉印

‧ 柔印

‧ 噴墨列印

‧ 數位列印

‧ 脈衝噴墨

‧ 鐳射

‧ 熱箔編碼等

貼標系統

莫迪維克貼標系統使標籤能夠應用於一級和二級包裝的不同位置。我們的

線上和離線系統可以直接整合到包裝機，這樣即使斷開列印系統也可以進

行包裝貼標。

莫迪維克的貼標系統可用於

‧ 產品標示

‧ 追溯系統∕序列化

‧ 防暈影

‧ 防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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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維克生產線理念─自動化和集成化

我們的專家團隊在自動化和集成化包裝解決方案的開發領域擁有多年的專業知識，

可以為您提供量身定製包裝解決方案。如果需要，我們還可以整合現有的其他製造

商生產的系統和元件。

莫迪維克自動化、集成包裝解決方案有如下優點：

説‧ 所有組件同步

説‧説在同一使用者介面控制所有生產線部件

説説‧ 生產效率提高

説説‧ 產品轉換迅速、簡便

説説‧ 產品傳送過程可靠

説説‧ 生產製程更加可靠

説説‧ 產品包裝無間隔及可追溯性

説説‧ 生產線配方資料得以保存

説説‧ 鑒定產線製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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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維克提供的服務

驗證

莫迪維克一直致力於為客戶提供最佳和最滿足法規要求的包裝方案，並

以快速、有效、經濟的形式實現包裝解決方案。為達成這一目標，莫迪

維克專業團隊為客戶提供一系列的服務和技術支援。我們已開發出符合

GMP,�GAMP�5（優良自動化生產規範）和 ISO� 規範的包裝。

還包括其它支援服務：

‧ 驗證計畫

説‧ 風險分析 �

説‧ 功能確認

説‧ 硬體安裝和操作驗證

説‧ 電腦軟體驗證

設備安裝完畢，客戶在進行驗證時，莫迪維克可為客戶提供現場的技術支

援，了解客戶的特殊驗證和追溯型驗證，設置相關的驗證程式。

校準

設備上的相關技術參數均能被校準，確保可重現性的包裝品質和包裝過

程。校準結果記錄在校準報告裡，用於誤差校準。

FDA CFR 21 Part 11

為遵守 FDA 美國藥典 �CFR�21.11 的相關規定，莫迪維克 IPC 設備控制系

統配備下述功能用於監管和記錄。

包裝過程：

説‧ 分層用戶管理

説‧ 管理層密碼保護

説‧ 資訊審核、追蹤

説‧ 程式修改，變更日誌儲存

説‧ 資料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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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理

從最初的採購概念到機器試運行，莫迪維克為您提供專業的、經驗豐富的

項目團隊，支援您包裝方案的實施。

莫迪維克為客戶提供專業的服務，從培訓到設備投入生產……� 當然這絕對

不是意味著合作終結。

培訓

莫迪維克提供全面系統的課程培訓，説使客戶熟悉設備的操作、維護及保養。

客戶可以選擇去莫迪維克全球培訓中心或直接在客戶公司進行量身定制的

培訓。培訓互動性強，教學中有實機操作，以小班教學為主，全面的書面

材料為輔。通過培訓，讓客戶更好的瞭解莫迪維克包裝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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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維克，全球相伴

莫迪維克集團在全球各大洲設有 70 多間子公司，900 多位銷售顧問和服

務工程師隨時隨地為客戶提供專業建議和全面的包裝服務，以期使客戶實

現優化、高效的包裝生產線。莫迪維克提供的技術服務專業以及耗材備品

供應快速，確保每一台售出的莫迪維克機器為客戶創造最高價值。

我們值得您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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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莫迪維克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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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886-2-8511-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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