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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高速裁切机。
强大的功能和出色的印后加工精度

波拉高速裁切机——友好的用户操作、可靠而且价值不凡。
选择您最中意的型号，改进印后加工效果并提高印后加工性能。

N PLUS

POLAR N PLUS高速裁切机是一种全能型裁切机，带有18.5英寸触摸屏，适合加工所有标准

裁切活件。自动化图形编程可确保高度自动化加工流程。

波拉裁切系统专为印后加工流程量身打造，可独立进行配置。 可编程的裁切机，带液压驱动装置，适用于噪音敏感型生产环境。

160型波拉裁切系统：与不带外设的裁切机相比效率高出60%

200型波拉裁切系统：与不带外设的裁切机相比效率高出100 %

200 PACE型波拉裁切系统：高度自动化裁切系统，一个工人60分钟可加工45令纸。

* POLAR N 78高速裁切机也有ECO型号。

更多信息和技术数据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polar-mohr.com

特性：

 支持各种语言的图形操作人员指南 

 转换测量系统：公制(毫米，厘米)、英寸和日尺(shaku)

 用户界面可进行灵活自定义 

 OptiKnife换刀 

 编程 

 - 裁切期间 

 - 使用块编程(block programming) 

 - 使用Compucut® (选件)

 1,998个程序存储位置 

 包含纯文本的程序信息 

 进度控制

 后挡纸规补偿I和II

 生产报告 

 拷贝程序 

 保护程序 

 幅面表(Format table) 

 自动切刀准备/启动

 裁切前夹纸(Clamping)时间 

 无裁切夹纸 

 优化的压力钳(pressure clamp)

 AirStop

 通过P-Net实现的工作流程集成 

从POLAR 78*到POLAR 176的各

型号中提供

N PRO HD

POLAR N PRO HD高速裁切机是面向未来的高端型号，配备21.5英寸触摸屏，支持实时图像

预览，可加工各种复杂的裁切活件。

更多信息和技术数据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polar-mohr.com 适用于波拉裁切机的更多部件和可用选件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polar-mohr.com

特性：

• 带有动画图形的直观用户界面 

• 带有实时图像预览功能的裁切序列 

• 清晰的操作指南 

• 可集成未来技术发展成果的开放平台 

• 通过P-Net Compucut®和CutManager提供的最先进网络

选项 

• 广泛的选择 

• 活件为最高级别 

• 一个活件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裁切程序

与PLUS版相比所具有的更多特性：

• 无限数量的程序存储位置 

• 标签和变形纠正  

• 每次裁切的参数可设置 

• 后挡纸规速度和斜度可调整 

• USB口 

从POLAR 78到POLAR 176的各

型号中提供

选件

可选特性可以完美地对波拉高速裁切机进行调整，以满足各个活件对印后加工效率的具体

需求。例如 ...

可提高效率的选件：

 Autotrim，通过自动化裁切废张清除，可以将效率提高40% 

 旋转后挡纸规，倾斜后挡纸规，通过电动后挡纸规调整

轻松完成方形纠正(squareness correction) 

 OptiClamp，对难以处理的承印物进行优化的裁切 

 P-Net Compucut®，从设备外面生成裁切程序 

 条形码(Bar code)，集成条形码阅读器，自动启动裁切

程序 

 CutManager，与管理信息系统交换数据的接口

切刀的选择

 镶有硬质合金的切刀：与HSS切刀相比，使用寿命要长

10倍。

 镶有硬质合金的高端切刀：使用寿命比镶有硬质合金的

切刀长两倍 

 AntiStickKnife：使用特殊涂层的切刀，可防止残胶在

切刀上累积。这样就可以将生产率提高30%。

 气刀(Air Knife)：防止静电释放承印物或塑料薄膜粘到

切刀上

适用于波拉高速裁切机。

波拉：完美的
新一代裁切机

波拉裁切系统
简化您的生产流程

编程时间对比举例：将A1纸张裁切成A4

波拉高速裁切机 ...

裁切性能对比举例：将A1纸张裁切成A4

波拉高速裁切机 ...

 不可用 可用 

POLAR Dig icut及
激光裁切等

POLAR Digicut ECO

POLAR Digicut PRO

PRO型号设计用于有创意的大批量工业级印后加工。

承印物可以自动输送到平堆纸飞达上，然后进入裁切工位

(cutting cabin)，快速进行激光切割。激光器光束通过振镜进

行反射。这样就可以实现极高的生产速度。

系统概念：

POLAR Digicut PRO是第一款从飞达到收纸装置采用集成解决方案的模块化激光系统。

要点：

• 精确无误地裁切最复杂的轮廓 

• 可轻松进行雕刻而不在承印物背面留下

任何不想要的划痕

• 从一开始就可以经济地进行生产 

• 波拉安全标准，包括GS安全证书

POLAR BC 330三面裁切机(three-side trimmer)

自动裁切胶订产品。

要点：

• 18.5英寸触摸屏：布局清晰，非常易于操作 

• 出色的裁切精度和产品质量 

• 幅面可以因产品而不同——不需要修改，也不会浪费时间 

• 通过菜单指导的输入方式，程序设置不到1分钟就可以完成 

• 提供多种设置选项来优化生产

Digicut为印后加工带来了创新的解决方案。激光器可帮助在各种承印物上完成最复杂轮
廓的裁切、打笼、开槽和雕刻。

ECO型号设计用于加工小印量的特殊承印物。承印物以手工

方式放置到Honeycomb Table上。激光光束通过一个可横向/

纵向移动的处理头(processing head)照射到承印物上。您不

仅可以加工纸张，还可以加工木材、亚克力玻璃、玻璃、

皮革和天然橡胶等。

POLAR D 56、D 66和D 80：ECO型号

通过5.5英寸单色显示器和小型键盘(low-profile keyboard)

进行操作。

功能：

重复序列(Repeat sequences)可保存在198个可用存储位置中的某一个位置上，而且可随

时进行修改。

裁切程序可手工生成或通过块编程(block programming)实现直观的菜单驱动。

优化的裁切质量，因为预夹紧(preclamping)时间可以根据承印物进行灵活调整。

POLAR D 56、D 66和D 80：PLUS型号

18.5英寸触摸屏，包括流程可视化，可集成到数字工作

流程中。

与ECO型号相比所具有的更多功能：

重复性裁切序列可保存在总共1,998个存储位置上，而且可随时保存和修改。

流程可视化使操作人员能够通过图形直观地查看承印物处理情况。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

出错概率。

可选的机器也可以通过P-Net Compucut®集成到数字工作流程中。

POLAR D 115 ECO和POLAR D 115 PLUS

全新的旗舰级裁切机，裁切宽度为115厘米，给纸高度为

165厘米。

除了强大的液压切刀驱动系统外，这款裁切机还采用了合理的结构设计，包括优化的铸

造机座(cast frame)和金属外壳。无变形工作台和耐腐蚀表面及空气喷嘴可帮助轻松处理

各种承印物。这款价格极具吸引力的高端裁切机设计用于裁切工作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数

码印刷厂和商业印刷厂。

波拉裁切机：结实耐用，
精确，易于操作。

机器功能 

实时图像预览  

面向活件的裁切程序管理  

一目了然的动画图标提供功能特性解释  

扩展的块编程功能，也适用于组合印张 (combined sheets) 

USB口  

节能待机功能  

长寿型LED灯  

兼容P-Net  

条形码扫描仪  

OptiKnife - 从前端进行的高精度切刀调整  

人机工程学触摸屏操作  

分支表(Branch table) 

切刀前方可选的PDR，自动清废和稳纸装置(hold-down clamp)  

切刀转速 

安全光栅(Light barrier) 

滚珠丝杠(Ball screw)和导轨(guide) 

夹具(Clamp)锁定装置  

镀镍(Nickel-refined)工作台(标准) 

远程启动  

纯文本信息  

双通道(Two-channel)液压系统  

后挡纸规定位/无参考运行(reference run)  

使用自动“下死点(bottom dead center)的换刀 

切刀升降机(Knife lifter)允许轻松完成换刀  

变形和裁切纠正  

后挡纸规补偿  

后挡纸规提前(Backgauge advance)  

显示单元  

内存位置  

EM / EMC 1+ 2

37转/分钟 

6通道(channel)

15.6厘米/秒  

分段(Segment) 

99

EMC Mon

37转/分钟

6通道(channel)

部分  

15.6厘米/秒  

分段(Segment)/显示器  

198

E / ED

45转/分钟

20通道(channel)

30.0厘米/秒 

10.4英寸TFT 

198

X / XT

45转/分钟 

20通道(channel)

30到60厘米/秒  

15英寸TFT 

1,998

N PRO HD

45转/分钟 

20通道(channel)

30到60厘米/秒  

21.5英寸TFT 

无限  

POLAR-Mohr Maschinen- 
vertriebsgesellschaft GmbH & Co. KG 
Hattersheimer Str. 25 | D-65719 Hofheim/Ts.

polar@polar-mohr.com
www.polar-mohr.com 



波拉高速裁切机。更加创新的裁切解决方案。

最高的精度
POLAR DPS – 直接定位系统(direct positioning system)。

采用零间隙高精度滚珠丝杠(zero-backlash precision 

ball screw)，而且可通过使用法兰安装到主轴上的

旋转编码器(rotary encoder)进行直接测量 

牢固的机械框架和无变形带横梁的工作台 

下刀位最低点精确调节 方便的裁切刀条弹出装置
(cutt ing st ick e jector)

很低的维护成本
OptiKnife换刀系统可直接根据所裁切的承印物进行

连续高精度调整，进而确保最长的裁刀使用寿命，

而且带有方便的裁切刀条弹出装置。

带有液压离合器(92–176)有自锁功能的涡轮(Self-locking 

worm gear)，实现最高效的动力传输。在最大负载下

也非常可靠100%的无缝连接(frictional connection)。

安全的投资
部件耐用很多年，确保长期投资保护。

整个工作台进行化学浸浴镀镍。

内部开发的实用硬件和软件，确保各组件之间的最

完美交互。

照明 
LED技术
采用耐用的LED技术的工作台照明和光学裁切线

指示器(cutting-line indicator)

高生产率
直观的用户指南，介绍如何通过块编程或可选的

Compucut®完成裁切程序生成。

通过添加支持的额外特性实现的自动程序优化。

可在自动运行过程中直接在裁切材料上完成的实用

校正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