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刻探索：

MARTOR 可探测金属的

安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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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刨平的时候就会产生碎屑。不幸的是，还会出现下面的情况：在涉及食品，以及化妆

品，药品等行业中， 只要进行生产和再加工，总会不断有异物进入生产过程。造成的结果是：

产品受到污染、成本升高和形象受损。

问题 1：异物。

2015 至 2020 年发布的食品安全警告数量，包括召回事件

（数据来源：联邦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局，2021）。

对于食品和饮料行业 中的企业，每次较大规模产品召回

事件的平均成本大约在 8 百万欧元（数据来源：Allianz 

Global Corporate & Safety，2017）。

在 2019 年的食品召回事件中，近乎三分之一都起

因于异物，例如塑料或金属（数据来源：联邦

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局，2020）。

数字和事实（以德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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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工作的经验还有：进行切割操作的地方，就会发生受伤。对于使用人是一件痛苦的

事情 - 对于企业同样是一次昂贵的事件。切割事故几乎总是起因于性能欠佳的不安全工

作刀具。

问题 2：割伤事故。

数字和事实（以德国为例）

2019 年在德国大约发生了这么多起因刀具造成

的 “应申报工伤事故”（来源： 德国法定意外

事故保险协会，2020 年）。

在与手工工具有关的所有事故中，超过一半是因

工作刀具造成 （来源： 德国法定意外事故保险

协会，2020 年）。

因刀具导致的每起工伤事故平均造成 7.4 天

无法工作（来源：德国食品餐饮行业同业协作

会，2016 年）。

平均每个停工日为雇主造成约 500 欧元的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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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可探测金属的安全刀。

1. 减少异物：

索林根 (Solinger) MARTOR 公司是提供安全和创新切割解决方案的国际领先制造商。我们的可

探测金属的安全刀专为食品和制药行业等敏感行业而设计。它们将同时为您降低两项风险：异物

污染和割伤事故。

MARTOR 的 MDP 安全刀选用优质 可探测金属的塑料材质制作，即使是极小的零件也可以

发现。 通过您的金属探测器，还有 X 射线仪。

金属柄为未上漆的不锈钢材质，因此可以防止掉漆现象。使用的刀片也是不锈钢材质。

刀具清洁并不复杂。

您将获利： 

• 减少产品污染

• 减少对机器的损坏

• 减少产品召回（或撤回）

• 降低成本

MARTOR 的 MDP 安全刀满足 EG 1935/2004 和 EU 10/2011 框架规定的要求，因此

适用于直接接触食品。

MDP 安全刀的蓝色在自然界极其罕见，因此便于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目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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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少割伤事故：

更换刀片简便、安全，无需额外的工具。使用一次性刀具时，根本不需要更换刀片，

进一步降低受伤风险。

MARTOR 手柄结实，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即使进行高频切割，也可以轻松完成，

不会出现手部疲劳现象。

您将获利： 

• 减少割伤

• 减少停工日

• 减少对包装商品的损坏

• 降低成本

MARTOR 的 MDP 安全刀配备有通过 GS 认证的安全技术，例如刀片自动退缩和

隐藏式刀片。

SECUNORM
 刀片自动退缩

= 较高安全级别

抬起拇指，即可提高安全性。开始切割后，

将大拇指离开滑动块，当刀片离开切割材料

时将立即退缩至手柄之中。 不会再对您造成

危险。

SECUMAX
隐藏刀片

= 最高安全级别

刀片不外露，隐藏在内。因此，刀刃不会伤

到使用者，也不会对包装的物品造成损害。

在有效保护物品的同时，也能给您提供最高

级别的安全性，预防割伤。



6

45°

MDP 安全刀
配备隐藏式刀片。

SECUMAX 320 MDP 最前沿的薄膜切割专家。

•  MARTOR 安全刀，切割深度达 4 mm，完美适用于切割薄膜和捆

扎带

• 材料：可探测金属的塑料

• 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手柄，适合左右手使用

• 可使用的胶带分割器具有两个刻凿深度

• 更换刀片（带磁铁）非常安全、简便

• 可使用 4 次的不锈钢刀片

• 隐藏式刀片使工作安全性极高，并且最大限度地保护商品

主要切割材料

原配刀片

包装、伸展和收缩金

属薄片

数层金属薄片或纸张

塑胶打包带 硬纸板： 

1 层

胶带 袋装货物

纺织，材料 毛毡

皮革 涂层薄膜

复合薄膜

工业刀片 NO.192043 NO.192043.66 

0.40 mm, 宽面刀刃, 不锈钢刀片,  

10 个一安全刀片盒

使用场景

产品特征 NO. 32000771.02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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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MAX 150 MDP 3 合 1 切割解决方案。

•  MARTOR 6 mm 切割深度的一次性安全刀适用于正常的切割工

作、剃削、刻凿

• 材料：可探测金属的塑料

• 隐藏式刀片使工作安全性极高，并且最大限度地保护商品

硬纸板： 

1 层

包装、伸展和收缩金

属薄片

胶带 塑胶打包带

袋装货物 数层金属薄片或纸张

主要切割材料使用场景

产品特征 NO. 150007.12

50 % 原始尺寸

50 % 原始尺寸

信息

SECUMAX 145 MDP 紧凑的设计。强大的性能。

•  MARTOR 一次性安全刀，切割深度达 4 mm，适用于日常切割工

作

• 材料：可探测金属的塑料

• 隐藏式刀片使工作安全性极高，并且最大限度地保护商品

硬纸板： 

1 层

包装、伸展和收缩金

属薄片

胶带 袋装货物

数层金属薄片或纸张 纱线，绳索

主要切割材料使用场景

产品特征 NO. 145007.12 信息

原配刀片

无法更换不锈钢刀片。 

刀片厚度 0.30 mm.

原配刀片

无法更换不锈钢刀片。 

刀片厚度 0.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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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P 安全刀
配备隐藏式刀片。

原配刀片

无法更换不锈钢刀片。 

刀片厚度 0.30 mm.

SECUMAX POLYCUT MDP

50 % 原始尺寸

专业刀具中的多功能型选手。

•  MARTOR 一次性安全刀，切割深度达 3 mm，完美适用于切割 薄

膜和纸张

• 材料：可探测金属的塑料

• 隐藏式刀片使工作安全性极高，并且最大限度地保护商品

SECUMAX 环形刀 MDP 体型小，但却可以探测。

•  MARTOR 一次性套指安全刀，切割深度达 6 mm，专用于薄膜和

绳索

• 材料：可探测金属的塑料

• 隐藏式刀片使工作安全性极高，并且最大限度地保护商品

包装、伸展和收缩金

属薄片

胶带

数层金属薄片或纸张 纱线，绳索

封皮

主要切割材料

产品特征 NO. 8500772.12

使用场景

纱线，绳索 数层金属薄片或纸张

主要切割材料使用场景

产品特征 NO. 307.08

信息

信息

原配刀片

无法更换不锈钢刀片。 

刀片厚度 0.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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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P 安全刀
刀片自动退缩。

SECUNORM PROFI25 MDP 全面专业型。

•  MARTOR 安全刀，切割深度达 21 mm，适用于一切常规的切割

工作

•  材料：手柄采用未上漆的铝制成，嵌件选用可探测金属的塑料

•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手柄，适用于高频切割和最繁重的使用情况

•  单侧滑动块，适合左右手使用

• 可使用 2 次的不锈钢刀片，无需工具即可进行更换

•  刀片自动退缩使工作安全性提高

硬纸板： 

最高 3 层

包装、伸展和收缩金

属薄片

塑胶打包带 胶带

袋装货物 数层金属薄片或纸张

纱线，绳索 聚氯乙烯

抓毛布 毛毡

纺织，材料

原配刀片

梯形刀片 NO. 199 NO. 199.70 

0.63 mm,宽面刀刃, 不锈钢刀片, 10 个一盒

主要切割材料使用场景

产品特征 NO. 120700.02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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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NORM PROFI40 MDP 在别人停止的地方起步。

•  MARTOR 安全刀，切割深度达 36 mm，适用于一切常规的切割

工作

•  材料：手柄采用未上漆的铝制成，嵌件选用可探测金属的塑料

•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手柄，适用于高频切割和最繁重的使用情况

•  单侧滑动块，适合左右手使用

• 结实的不锈钢刀片，无需工具即可进行更换

•  刀片自动退缩使工作安全性提高

硬纸板： 

最高 3 层

包装、伸展和收缩金

属薄片

塑胶打包带 胶带

袋装货物 泡沫、聚苯乙烯

抓毛布 数层金属薄片或纸张

纱线，绳索 毛毡

聚氯乙烯 纺织，材料

保丽龙刀片 NO. 17940 NO. 17940.60 

0.50 mm, 71.2 mm 长, 不锈钢刀片, 10 个一透明包

主要切割材料使用场景

产品特征 NO. 11900771.02 信息

原配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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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P 安全刀
刀片自动退缩。

原配刀片

工业刀片 NO.145 NO.145.60 

0.30 mm, 不锈钢刀片, 10 个一透明包

原配刀片

无法更换不锈钢刀片。 

刀片厚度 0.63 mm.

SECUNORM HANDY MDP

50 % 原始尺寸

50 % 原始尺寸

经典设计，可装入口袋。

•  MARTOR 安全刀，切割深度达 9 mm，适用于一切常见的切割工

作

•  材料：手柄采用不锈钢制成，嵌件选用可探测金属的塑料

•  刀片自动退缩使工作安全性提高

SECUNORM SMARTCUT MDP 是的，切割工具可以如此智能。

•  MARTOR 一次性安全刀，切割深度达 12 mm，适用于一切常规的

切割工作

•  材料：可探测金属的塑料

•  刀片自动退缩使工作安全性提高

硬纸板： 

最高 2 层

包装、伸展和收缩金

属薄片

胶带 塑胶打包带

袋装货物 数层金属薄片或纸张

主要切割材料

产品特征 NO. 447.02

使用场景

硬纸板： 

最高 2 层

包装、伸展和收缩金

属薄片

胶带 数层金属薄片或纸张

纱线，绳索

主要切割材料使用场景

产品特征 NO. 110700.02

信息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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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获得附加服务：MARTOR 咨询

对于 MARTOR 而言，工作安全性不仅是一个产品特性和内置安全技术的问题，而且也是服务问

题。在这方面，MARTOR 同样设立了标准。其中包括提供持续的 MARTOR 支持，特别是提供

个性化的现场咨询。

MARTOR 的技术顾问会对您那里主流的切割应用进行分析，并为您选择最佳切割解决方案

提供支持。

通过个性化的培训和指导，MARTOR 将在

引入和使用 MDP 安全刀过程中

为安全专家和最终用户提供帮助。

我们陪同进行测试，将为产品选择及其与探测器和传感器的完美“协作”提供保障。  

通过我们的 MDP 测试卡为您的设备校准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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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获得附加服务：MARTOR 媒体资料。
即使已经提供了全面的现场咨询，MARTOR 也不会让您独自使用自己的产品，恰恰相反。针对

快速接受和正确使用 MDP 安全刀的问题，我们涉及实际应用的大量媒体资料是非常有价值的

帮助。

MARTOR 产品视频将使您快速了解 MARTOR 切割工具的特性和优点。

MARTOR 安全海报和培训视频向最终用户展示了如何实现最佳切割（= 最安全和最高

效）。

在 MARTOR 的技术数据表中，企业可以找到进行商品管理系统中切割工具再投资所需的

一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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