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victory 
电动无拉杆系统



+
它没有配备拉杆。同时，它又是一台电动机器。独一无二的 ENGEL e-victory 将两个领域中的精

华合为一体。也就是说，机器将伺服电动注塑单元提供的最高精确度和无拉杆技术的高效率与经

济性结合在一起。 

其产出的注塑件具有特级精度和卓越的品质。同时，制造所需的能耗极低。

该机器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各类具有更高精确度要求的技术零件均可使用。ENGEL e-victory。
电动无拉杆系统。

共生
完美

电动 + 无拉杆 = e-victory。

完美的共生系统
电动 + 无拉杆 = e-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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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超大模具尺寸

-  充分利用无障碍模具区域

-  理想适用于大型模具或体积庞大的抽芯机构：它可将大体量设计的夹板使用

至极限，并且往往超出它们的极限

最高的机器可用性

极短的安装准备时间使得模具更换更加迅速，即便是尺寸高大的模具也不在话

下

-  坚固耐用的低摩擦结构形式减少了维护费用

为自动化提供的自由度

- 机械手和搬运设备不受阻碍，因此零件脱模速度更快

- 模具区的开放通道使设备仅需要较小的占用空间和较低的厂房高度

最小的模具磨损度

-  获得专利的 ENGEL Flex-Link 系统和模板平行度的标准化设置确保了出类拔

萃的模板平行度

电动注塑单元保证精确的注塑工艺流程

出色的能源效率 

-  摩擦损失极低的基本设计概念，电动注塑单元和锁模压力锁定装置为极低能

耗奠定了基础

-  标准化驱动系统 ENGEL ecodrive 将 ENGEL e-victory 的能效提升到全电动

机器的水平上

具有最高质量要求的技术零件

-  无拉杆锁模单元完美的锁模力分配以及电动注塑单元出色的工艺稳定性能够

满足技术零件生产的最高质量要求：

 • 当 型 腔 中 的 物 料 流 动 路 径 较 长 时 要 求 苛 刻 的 零 件 表 面 质 量 

 •  在薄壁至中等壁厚条件下的高尺寸稳定性和重量一致性

优异的洁净室适用性 

-  得益于无拉杆模具区和低排放驱动技术

使用锁模力等级降低一到两级的机器进行生产。

决定机器最佳配置的关键往往是模具尺寸而不是最大的锁模力。精确计算所需的锁模力

很有必要，因为无拉杆系统主要在以下情况时减小占地面积和投资成本：

具有多个型腔的模具

非完整表面注塑件

多色应用

电气技术精度还是无拉杆技术的效率优势？
二者兼得为佳。借助 ENGEL e-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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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创新意义的锁模单元最具创新意义的锁模单元
6_e-victory



大模具尺寸

ENGEL e-victory 的无拉杆锁模单元在标准配置下就能够为模具提供

比其他类型的锁模单元更多的自由度。

加宽的夹板和增大的模板间距可在需要时作为备选方案提供。由此

可在保持锁模力不变的条件下将模具区与下一个结构尺寸相匹配。

高精度模具闭合装置

在无拉杆式 ENGEL e-victory 上，可造成模具磨损的模板平行度并非

由单个部件制造公差的总和所决定。出厂前，已对每个无拉杆锁模单

元的高灵敏模板平行度设置进行了精确设定。

得益于精确的移动夹板三点式导向装置和固定夹板在强化外框上的对

称安装，模板平行度在运动过程中也能够保持不变。

当生成锁模力时，模板平行度与模具平行度自动匹配。Flex-Link 系统

实现了这一独特的优势。

高模具重量

大型模具重量对于无拉杆锁模单元来说轻而易举。专利的 Flex-Link 
系统的预应力确保高度精确的模板平行度，坚固的 C 型框架能够提

供足够的支撑。

通过使用附加导靴对半个移动模具进行支撑的方式能够让模具重量

近乎无限加大。

出色的能源效率

无拉杆机器的基本设计既能够确保最大化的能源节省。尤其是装有

滚珠轴承的精密导轨、无拉杆摩擦以及锁模压力锁定装置对于能效

的提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此外，标准化驱动系统 ENGEL ecodrive 同样能够大幅度降低能耗。

锁模单元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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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电动注塑单元。ENGEL 电动注塑单元。

保证完美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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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精确的注塑流程控制

ENGEL 电动注塑单元以其在注塑过程中极为精确的移

动精度和超高的再现性而备受瞩目。因此，尤其对于壁

厚较薄的产品来说，您能够获得显著的质量提升。

极高的工艺一致性使得废品率非常小。这意味着额外的

成本降低和生产率的提高。

高效伺服电动驱动技术

在选择驱动组件时，ENGEL 从不妥协。只有具备优异

效率的高品质组件才能够得到应用。这样不仅能够降

低能耗，同时还保证了出色的性能参数和长使用寿命。

通过电动轴（注射、配料）的独立控制装置实现了向其

他所有机器功能的并行移动。其中便蕴含了提升生产

率的潜力。

塑化单元

为了使塑化系统能够与各类应用完美匹配，多种料筒和

螺杆结构形式均可供使用。料筒通过快速接头安装在

注塑单元上。塑化单元在零力矩作用下向模具压紧，所

需压力可通过机器控制系统进行调节。 

模制件重量的频率分布

频
率

模制件重量 (g)

-3S 平均值 +3S 

技术流程控制
e-victory_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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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ecodrive

以能源效率为焦点： 

定量泵 液压 
调节泵

电动 
调节泵

定量泵 
+ 伺服电机

能
耗

液压驱动技术的演变

完美结合：电动注塑单元与 ENGEL ecodrive

与过去使用的能耗相对较高的液压蓄能器相比，ENGEL 现

在提供了性能强大的电动注塑单元，注射速度可高达 450 
mm/s。但这需要与 ENGEL ecodrive 结合使用，否则并

联式液压泵的空转损耗重新补入了电动注塑单元节省的能

耗。ENGEL e-victory 已标准化配备了 ENGEL ecodrive。
 

锁模压力“锁定” 

诚然，每个液压机械运动的所有速度和压力都能够受到控

制。但对于维持锁模力和喷嘴接触力来说，以液压方式保持

所需压力，并以此使所谓的保压能量降至为零，仍然具有重

要意义。随着周期时间的增加，这种方式能够让能源节省达

到一个极为可观的水平。

ENGEL 是节能型液压设计概念的先驱者

比液压驱动部件的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注塑机的基本液

压设计概念。在这里，ENGEL 从无拉杆注塑机诞生

之日起就已经应用了一种设计，确保每台机器的中央

液压系统具有极低的能量需求。

除了超高能效的机器设计之外，ENGEL 多年来同

样专注于效率极高的液压驱动单元。早在 15 年以

前，ENGEL 即已使用现代化的 EHV 液压系统取代

了 PQ 液压系统，并在当时建立了能效与控制质量的

标准。

在新型伺服液压系统 ecodrive 上，ENGEL 将液

压系统和伺服驱动装置的优点结合在一起。ENGEL 
ecodrive 的控制精确度更高，并且尤为重要的是在能

效方面奠定了新的里程碑。

专注于能源液压设计概念

14_e-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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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能效

无需冷却水或大幅降低冷却水需求

极低的噪声级

完美适用于洁净室

用于抽芯机构运行的“机载”液压系统

“新式”液压系统 – ENGEL ecodrive
较传统液压设备节省高达 70% 的能量
可为油冷却系统节省 100% 的冷却水

ENGEL ecodrive. 系统。

ENGEL e-victory 上的 ecodrive 系统由一个配有定量

泵的伺服电机构成（代替配有调节泵并持续运行的异

步电机）。能源效率依据不同的标准，其中需强调的

两个重点为：

无控制阀

每种控制阀都会因压差产生能量损失。 ENGEL 
ecodrive 在调节速度和压力时不使用控制阀，因此

能够显著提高能效。速度的调节通过定量泵的转速完

成，不会增加额外的压力或能量损失。压力调节尤为

独特，其采用全新开发的控制算法直接通过泵的转速

进行，不再需要借助压力控制阀。 

运行停止时驱动装置同样静止

ENGEL ecodrive 在静止时节省了传统液压系统所产生

的空转能耗和清洗能耗。处于静止状态的泵无需任何

能量。这得到了高能效机器设计概念（如锁模压力锁

定装置）的决定性支持。

减少能量损失

ENGEL ecodrive 通过彻底消除传统液压机器上产生

的能量损失来提高能效。所供给的电能中，未作为机

器各动能应用的部分均转化为热能。这些热能中的绝

大部分传递至液压油，然后通过常用的油冷却器转移

到外部冷却水制备装置上。

ENGEL ecodrive 降低能量损失的程度之大，以至于

在除了高性能应用以外的情况中，液压油仅出现轻微

升温。油冷却器内的冷却水消耗量急剧减少，在很多

情况下甚至降为零。

由于能量损失极低，因此当锁模力低于 2 200 kN 

时，ENGEL e-victory 在标准配置下不再装备油冷却

器。

“无声”机器

由于取消了持续运行的液压泵，噪音污染明显减少。 

应用于洁净室的理想设备

得益于无拉杆技术和摩擦的几近于无， ENGEL 
e-victory 的洁净室适用性极佳。ENGEL ecodrive 提

供了额外的优势。所使用的伺服电机未配备电机冷却

风扇，因而不会产生空气湍流以及随之出现的颗粒浓

度的增加。

“机载”液压系统

ENGEL ecodrive 为使用液压抽芯机构进行的高能效

和低占地的生产提供了所有前提条件。同时，为了保

证顶料器、抽芯机构和喷嘴的并行运动，ecodrive 配

备了两个完全独立的驱动单元。

油温 = 能源效率指示器

ENGEL ecodrive - 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革新液压概念：

16_e-victory



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
无拉杆技术让效率更高

在许多情况下，注塑机仅是一个整体生产单元的

一部分，这些生产单元常常十分复杂。机械手和

自动化组件承担了大量任务。其中包括注塑模具

内的上料和脱模作业，装配和检测工序，直至成

品的包装。

对经济性的考量通常注重于整体概念，而非单个

设备部件。而在这里，ENGEL e-victory 的无拉

杆技术优势恰恰也是整体设计概念的决定性优

势：

更小的占地面积
由于不受拉杆的阻挡，机械手能够在机器的滑动护栏

打开时水平进出模具。通过这种方式，自动化装置的

安装往往能够更为靠近机器。这样，您可以在生产中

节省宝贵的占地面积。

更低的厂房高度
由于机械手无需从模具中向上移出，因此 ENGEL 

e-victory 可以在较低的厂房内或吊车轨道下方无障碍

生产，不会存在碰撞危险。

更短的生产周期
特别是在复杂的自动化系统中，机械手直接水平进出

的运动方式缩短了周期时间。这完全代表了更高的生

产率。

集成自动化
无拉杆机械技术理想适用于机器内集成的自动化

装置。此时，机械手在略微加宽的机器滑动护

栏中移动。完成短暂的水平位移之后，机械手将

零件放在紧邻夹板的传动带上。其优点是：更

小的设备占地面积、更低的设备高度、更小的机

器人结构尺寸以及机器人附加安全防护装置的

取消使得投资成本更低，厂房的利用率更高。  

 

料头取出

ENGEL e-victory 为通过料头取出器安全快速地取出

料头创造了最佳条件。针对非操作侧的滑动护栏，可

使用料头卸料槽选配件。

机器人控制 = 机器控制：因为 ENGEL 能够一手提供注塑机和机器人，因而无需 Euro-
map-67 接口，确保了两种控制系统的无缝结合。机器人控制系统 RC 300 作为子系统集
成到机器控制系统 CC 30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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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e-victory combi多色注塑的市场领导者和开路先锋
ENGEL combimelt – 现在同样具备电动注塑单元的精确度

针对各类应用的正确机组组合

无论是要求大注射量、小占地面积、低厂房高度还是绝对的自动化自由度：ENGEL  
combimelt 都能够为您的各类应用提供最为理想的多色注塑机。 

针对各类零件的正确技术

所有的多色模具设计都能够得到 ENGEL e-victory 的最佳支持。分度盘、滑阀技术、共注
射成型、伺服电动转台或是通过机器人转移零件。

● 适合多色应用的精密机器

● 附带 W 型、V 型和 L 型电动注塑单元

● 用于选配转台及分度盘的高度灵活性与大空间

● 增加的模具安装高度

● 配有伺服电动驱动装置的转台

● ENGEL ecodrive 高能效驱动技术

● 包括特殊解决方案在内的全类型选配件

● CC300 控制系统

多色注塑的市场领导者和开路先锋。
市场领导者和开路先锋

对于多色应用所需的模具，您同样可以充分利

用 ENGEL e-victory 无拉杆技术的优势。因为

这种情况下的模具通常相对较大，所需的锁模

力相比之下则相对较小。锁模力需求相对较小

的原因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型腔投影面积的

总和极小。

大体量设计的无障碍模具区即可在这里为机器

设计和模具更换提供更多的灵活性。

从项目的概念阶段就开始仔细考虑无拉杆技术

是极为重要的。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费用。

combim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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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e-victory
50 170 310 440 740 940 1340 1640 2440 3440

15 18 20 22 25 30 30 35 35 40 45 50 55 50 55 60 55 60 70 60 70 60 70 80 70 80

kN US tons

e-victory 28 280 30

e-victory 40 400 45

e-victory 50 500 55

e-victory 60 600 65

e-victory 70 700 75

e-victory 80 800 85

e-victory 90 900 100

e-victory 110 1100 120

e-victory 120 1200 130

e-victory 140 1400 160

e-victory 160 1600 180

e-victory 180 1800 200

e-victory 200 2000 220

e-victory 220 2200 240

e-victory 260 2600 290

e-victory 300 3000 340

e-victory 350 3500 400

e-victory 400 4000 450

e-victory 450 450 500

e-victory 500 500 560

精密机器系列：ENGEL e-victory

无拉杆式精密机器 ENGEL e-victory 全面覆盖了 
从 280 kN 到 5 000 kN 的锁模力范围。

总览全电动机器注塑工艺流程中的精确度

最高质量和能源效率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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