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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科瑞欧的高品质

使您超前领先的整体全面的解决方案

冷冻薯条和鲜薯条，薯片，雪花粉，膨化零食和其它各类

马铃薯食品均要求特定的处理程序。

我们提供可靠的综合解决方案， 从马铃薯入料设备至最终

成品包装线。从设计和生产完整的加工生产线安装，到工

程设计、工厂升级、产能扩大以及单独特定机器， 我们以

客户的具体规范要求为出发点，推动我们的技术界限，并

确保可靠性和持续性。这样，我们就能把您的马铃薯和生

产过程达到最大的收益。

在科瑞欧，我们为了不断提高马铃薯加工技术的水平，每

天都在努力挑战自我。通过改进我们自己的流程和知道如

何的的专有技术，我们也享受到我们客户的成功。 ■

推动技术新
界限在您的
规范要求内

持续的创新使我们一直能成为加工技术产

业的标准。在这一准则下， 我们密切研究

每一个马铃薯加工程序, 以开发和生产高

效, 节水和节能的机器, 并且是低成本的维

护, 而不牺牲最终产品的质量。这就是科

瑞欧的品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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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瑞欧的全
球实力

除了我们的美国市场，我们已经跟荷兰托斯玛-桂斯尼

克联合并在中国、印度、俄罗斯设有全资子公司。 ■

“�团队合作不只是
一个词，�

而且是我们成功

的关键”

科瑞欧的团队

›
科瑞欧的团队由各自领域的
专业人员组成。团队擅长于
各自专业领域并且在全球范
围内运作。

加工生产线

›
通过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我们
能够提供高效的生产线。相应
技术出自我们研发部门。

科瑞欧的全球网络

›
我们拥有遍布全球的当地生
产代理网络，与我们一起为
您服务。

可靠性

›
提供的生产加工方案已经证
明了其可靠性， 确保客户整
个加工过程的连续性和生产
的持续性。

战略合作伙伴

›
科瑞欧跟战略合作伙伴合作，
给您提供一站式交钥匙整体
解决方案。

项目管理

›
无论您选择何种标准解决方
案或定制项目，我们的项目
经理都会从始至终提供给您
项目指导。

荷兰
科瑞欧总部

中国
科瑞欧-托斯玛
销售办公室

英国
科瑞欧英国

中国
科瑞欧-托斯玛
客户服务办公室

北美
瑞科系统

北美
爱达荷钢铁公司

印度
科瑞欧-托斯玛

俄罗斯  
科瑞欧-托斯玛

在科瑞欧的背后，有一个全球性的合作伙

伴和世界范围的供应商网络。得益于与美

国 爱达荷钢铁公司，瑞科系统 和其它战

略合作伙伴的合作，我们方案始终拥有最

新的技术。不管您有的何种的愿望和要

求， 我们通过不断促进机器生产和零部件

的制造商一起合作，以保证提供给您同等

高质量的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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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石

处理输送

 成型

 调味

 过程控制

 过程自动化

 清洗 机械拣选

光学拣选

漂烫

加添加剂

干燥

加涂层

油炸

去油冷却冷冻

 去皮  切割

每个工艺过
程的独特性

更好的马铃薯加工工艺

马铃薯加工涉及到大量的多种流程。我

们提供这些所有流程的技术方案，并且

将各个流程整合成具有创新性和可靠性

的一个整体完整的加工生产线。

“�对工艺过程专业知识
的掌握意味着生产过

程的连续性�以及提供

您对可持续技术的正

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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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瑞欧的本质精神就是创新和改进。我

们每天都在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除了

产量和质量之外，我们还关注效率和成

本的降低。对能源和水回收系统等可持

续技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我们继续创新的动机，以便

从您的生产过程中获得最好的结果。凭借我们对马

铃薯加工的了解，我们能够开发创新的生产工艺。

我们生产的加工生产线以高质量的最终产品为出发

点，其中每台机器代表着最高创新性和可靠性.

我们不断创新和开发，为您提供最好的整体解决方

案。 ■

创新的流程

“每个国家和每个客户都是独一无二

的。我们因此为每个项目设计和定做的

加工生产线至少满足最低要求，并且经

常超出预期。

薯条 
薯条有各种各类的：新鲜，冷冻，涂
层， 等等。

带裹涂薯条
如果要调味或者保持薯条，甘薯和萝卜
条的酥脆性和增加风味，可以加涂层设
备于生产线。

薯片
薯片跟年轻的消费者特别受欢迎，而且
每个国家有自己口味的偏爱。好的薯片
应该尺寸好，颜色美，口感和口味好，
够新鲜还有够酥脆。

雪花粉/全粉
马铃薯全粉被用作众多食品的成分，包
括卷叠薯片、挤压休闲食品、馒头、 
面条、等等。

成型马铃薯食品
有不同样子的尺寸的成型品，由土豆泥
或者土豆丁制成的，例如薯丁饼、油炸
笑脸土豆泥饼、等等。

丸粒型小吃零食
油炸马铃薯、木薯或者玉米丸粒小吃是
非常准确的加工过程。

鲜切和预先煮熟的马铃薯食
品
这种真空包装的冷冻产品方便；有各种
类型和应用，例如土豆丝、土豆片、土
豆丸、等等。

特色产品 
土豆泥，薯丁饼，马铃薯油炸并，薯
块；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用特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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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您使用我

们的知识

科瑞欧）自己的生产，实验室

和培训设施 

在荷兰最先进的生产设施（> 

10,000平方米），我们拥有自

己的实验室，使得我们不断能

地进行测试并提供培训。

完整的安装

科瑞欧服务团队遍布世界各

地，自行安装生产线。 科瑞欧

标准在质量，卫生和安全方面

一直是重点和关注点。 ■

知识共享
多重成功

我们跟您分享我们的知识、专家信息和

可靠数据，帮助您做出正确的决定。无

论是新工厂还是现有加工线的升级，所

需要的知识往往超出机器规格基本知识

更多的。 科瑞欧项目开发服务是您的

专业化知识的合作伙伴。

我们熟悉马铃薯的特性，品种和加工，

全球特定的地理位置以及预期的最终产

品。此外，我们很高兴能为您提供有助

于提升技术、能源、环境和物流等方面

的卓越绩效。我们很愿意为您提供效能

增加方面的专业意见建议。



13

科瑞欧公平的未来：我们有
意识地考虑未来的事业

为人类，地
球和马铃
薯。。。

创造更美好
的世界

“�与我们的客户一起，
我们正在逐步实现循

环经济”

在科瑞欧，我们为了不断的提高马铃薯加

工技术的水平，每天努力挑战自我。那意

味着我们不只是研发新的设备和技术，并

且我们也努力使我们的客户获得成功。

我们想给您介绍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方法，而且我们认为

可持续发展是像我们这样的现代化公司的唯一一条继续

发展的路。科瑞欧的未来依靠快乐的员工，健康的地球

和客户有最好的马铃薯加工方式。

我们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来服务于我们自己和我们客户的

利益。我们的解决方案符合新工厂和生产线严格的环保

标准

与我们的客户一起，我们正在逐步实现循环经济。在这

个目标完成之前，我们将继续寻求减少和回收废物流

量，能源和水资源消耗的新方法。

自觉地做生意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这是科瑞欧的一

个公平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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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瑞欧荷兰总部

科瑞欧有限公司

Waardsedijk Oost 28, 3417 XJ MONTFOORT

P.O. Box 5, 3417 ZG MONTFOORT

The Netherlands

电话: +31 (0)348 - 47 94 00

邮箱地址: kiremko@kiremko.com

英国办事处

科瑞欧（英国）有限公司

Rectory Farm Cottage

35A Rectory Lane, Breadsall

DERBY DE21 5LL,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 (0)1302 77 29 29

邮箱地址: sales.uk@kiremko.com 

中国办事处

科瑞欧中国公司

(售后服务，零备件，项目管理）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16号院嘉美中心写字楼

1107室

邮编: 100102 中国

电话: 010 8476 3126  

邮箱地址: china@kiremko.com

科瑞欧中国销售处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号南银大厦810室

邮编: 100027 中国

电话: 010 6410 6386

邮箱地址: atkf@atkf.com

印度办事处

科瑞欧印度代表处

B-80-FF, Lajpath Nagar, 1st

110024 NEW DELHI, India

电话: +91 11 298 11882

电话: +91 11 298 20345

邮箱地址: kiremkoindia@gmail.com

俄罗斯办事处

科瑞欧 - 托斯玛办事处

Raduzhniy, 32, Kolomna

140483, MOSKOU REGION

Russian Federation

电话: +7 499 347 8584

邮箱地址: safant@yandex.ru

科瑞欧有限公
司全球网络

美国办事处

爱达荷钢铁公司

255E. Anderson Street

ID83401, Idaho Falls

IDAH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 (0)208 522 1275

邮箱地址: isp@idahosteel.com

瑞科系统公司

1704 Industrial Way

ID83605, Caldwell

IDAH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 (0)208 795 5700

邮箱地址: info@reycos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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