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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亮相 Chinaplas 2023 国际橡塑展 

高产量也同样经济 

 

奥地利/Schwertberg –  2023 年 3 月 

随着对生产率和能源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用于经济型注塑加工的集成系统解决方案

进一步大幅提升其重要性。于 4 月 17 日至 20 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Chinaplas 

2023 国际橡塑展上，注塑机制造商和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ENGEL 将以四个具有挑战

性的应用为例，展示其注塑机选择和智能数字化如何实现整体效率提升。新型辅助系

统 iQ hold control 将在 Chinaplas 国际橡塑展上庆祝其亚洲首秀。 

 

“我们都非常期待，终于能再次与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和整个亚洲同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ENGEL 亚洲及大洋洲总裁 Gero Willmeroth 在 Chinaplas 国际橡塑展之前说道，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导致的延期，此次展会将于 4 月 17 日在深圳拉开帷幕。“得益于旅行限制的放松，

我们预计会再次出现更多来自亚洲各地的访客前往展会现场。后疫情时期已经开始；我们感受

到一种乐观的精神，这也将鼓舞 Chinaplas 国际橡塑展。”ENGEL 将在 11 号馆以其一贯的规

模展示四款机器展品，并就热点主题开展专家角活动。  

 

具有高度成型精度的注塑压缩成型工艺 

一台伺服液压 duo 2460/500 注塑机生产由聚碳酸酯制成的抬头显示屏，此处的关键是需要

很高的成型精度。完美的注塑结果是显示图像以较佳清晰度投射到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前提条

件。这一方面借助于共熔注塑压缩成型工艺，另一方面借助于两板式锁模单元精心设计的结

构。在锁模力的建立过程中，模板平行度由四个单独的压力垫控制。这在整个注塑压缩成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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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确保模具两半的平行度保持精确。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是不对称的部件也能通过注塑压缩

成型工艺以较大的成型精度生产。在较低的保压压力下，熔体均匀地分布在用于投影的部件表

面。材料受到保护，这就是为什么注塑压缩成型主要用于透明塑料制成的光学部件。弧形的抬

头显示屏清晰地展现出其潜力。此处的注射点在部件中心之外。  

ENGEL 将展示一款自动化生产单元。ENGEL viper 机械手从模具中取出部件，并将其放在传

送带上。如果注塑机和机械手采用 ENGEL 的集成系统解决方案，它们将会访问共同的数据

库，并能精确地相互协调其运动过程。在许多情况下，这将缩短循环时间，因为机械手在开模

运动中已经可以开始移动。  

ENGEL 为这一展品选择了一位当地的模具制造合作伙伴，即中国浙江省宁波市的 Skymold。

通过与本地合作伙伴合作，即使是要求苛刻的创新技术，也能保证高性价比，并缩短整体设备

的交货时间。包括投入亚洲市场的 ENGEL duo 机器也在当地生产。这一大型机械厂位于上

海。  

 

结构紧凑，高效节能 

ENGEL 将通过全电动 ENGEL e-mac 注塑机的两项应用，在深圳展示如何以高度经济的方式

提高生产率。在这两个案例中，模腔扩大时，生产单元的空间和能源要求仍然很低。  

一台 e-mac 465/180 在一个 128 腔的模具中生产硅胶密封圈，例如用于汽车电子设备。这是

由奥地利的 Nexus Elastomer Systems 公司制造的量产模具，在中国厦门的汽车供应商 

Waexim 公司投入使用。e-mac 机器的特殊结构与较大的拉杆距离使得大型模具可以夹在相

对较小的 1800 kN 机器上。此外，新一代 e-mac 机器非常紧凑。加工商受益于生产中节省的

空间，也受益于因使用相对较小的机器而进一步节省的能源。无论使用何种模具，ENGEL 的 

e-mac 机器都已是市场上较为节能的全电动机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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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硅胶 (LSR) 作为精密注塑部件的材料，其重要性不断提高，但由于其特殊的材料特性，需

要非常精确的注塑机。这也是全电动 ENGEL e-mac 的优势所在。仅仅通过无需返工且没有废

料的生产，液态硅胶制成的精密功能部件便能实现有竞争力的单件成本。  

第二台 ENGEL e-mac 将在深圳展示医疗应用，因为在这一行业，以更高腔数提高生产率的趋

势也愈发明显。在 e-mac 1340/280 注塑机上，由 PET 制成的采血管在 NCM（中国苏州）

提供的 64 腔模具中生产。尤其是在洁净室中，机器的占地面积是相关的成本因素。  

  

嵌入过程灵活性大 

单位面积生产率的话题也为 ENGEL 展台上的电子通讯展品定下了基调。一台 insert 

500V/100 rotary 立式机器将生产相关样件。insert 机器为此配备了大型转台和紧凑的集成 

ENGEL easix 关节式机械手。ENGEL 立式机器为嵌入过程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锁模单元可

以从三面自由进入，让工艺自动化变得格外容易。同时，较低的结构高度从人体工程学角度为

手工嵌入过程提供了很大便利。 

 

自动确定最佳保压时间 

ENGEL 展台上的注塑机在智能辅助下工作，清晰展示数字化对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巨

大潜力。与汽车的驾驶助手类似，ENGEL 的 iQ 系统确保稳定的注塑工艺。例如，其能自动检

测原材料、环境条件或模具温控的波动，以便在同一循环内便加以补偿，或确定相关应用的最

佳额定值。 

iQ hold control 属于额定值辅助组，将在 Chinaplas 2023 国际橡塑展上庆祝其亚洲首秀。

由于能够较快地自动确定最佳保压时间，额定值辅助能加快准备过程，同时提高部件质量。由

于保压时间经客观确定，即使是经验不足的工艺技术人员，在更换产品时也只需点击一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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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工艺参数。当自动确定的最佳保压时间低于机器操作人员设定的时间时，效率会进一步提

高。在此类情况下，循环时间会缩短，能源需求也会降低。 

ENGEL 在 Chinaplas 2023 国际橡塑展的展位：11 馆，J41 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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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hinaplas 2023 国际橡塑展期间，ENGEL 将在一台伺服液压 duo 2460/500 注塑机上使用高精度

注塑压缩成型技术生产抬头显示屏。  

 

 

用于生产硅胶密封件的 128 腔模具装在锁模力为 1800 kN 的紧凑 e-mac 注塑机上。 

 

 

当下的趋势是模具的腔数越来越多。采血管在 

ENGEL e-mac 全电动注塑机上用 64 腔模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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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insert 立式机器为嵌入过程提供很大灵活性。  

 

 

新型 iQ hold control 辅助系统能确定最佳保压时

间，从而在准备过程和生产运行过程中确保更高效

率。  

图片来源：E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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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AUSTRIA GmbH 

ENGEL 是塑料机械设备制造领域内的主要制造商之一。目前，ENGEL 集团提供所有用于塑料加工的技

术模块都源自自主品牌：用于热塑性塑料和弹性体的注塑机和自动化系统，包括极具竞争力并已在市场

上获得成功的单个部件。ENGEL 在欧洲、北美和亚洲（中国、韩国）拥有九个生产工厂，还有遍布 85 

个多国家的子公司和代表处，ENGEL 因此可在全球范围内为自己的用户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通过新技

术和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使他们提升竞争力并获得成功。 

记者联系： 

Susanne Zinckgraf，公关部经理，ENGEL AUSTRIA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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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3 (0)50/620-0，传真：-3009，电子信箱：给读者的联系方式： 

ENGEL AUSTRIA GmbH，Ludwig-Engel-Straße 1，A-4311 Schwertberg/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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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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