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
动态特性准备就绪



当今市场需要速度与效率。他们需要稳定的质量与永久可用性。我
们 ENGEL现有四代产品已经遇到的挑战：为有效、有用地生产包
装产品提供先进的解决方案。我们不仅关注将机器的性能最大化，
而且作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在开发和制造过程中，为我们的客户
提供支持。从而帮助我们的客户不断壮大基础，许多国际顶级公
司选择信任我们的经验、专业，以及我们在全球提供的现场援助。  
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激励我们每一天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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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迎接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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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利润

凭借ENGEL包装灵活的注塑成型解决方案，您将获得非常短的周期时间和卓越的工艺稳定

性。因为定制解决方案是我们的标准：ENGEL将始终为您提供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完全满

足您对于制造特性与最佳输出等级的需求。 

节约资源

使用先进的ENGEL包装解决方案可帮助您减少长期成本。通过高效硬件和软件节约能源。通

过使用创新的注塑成型技术节约材料和减少不合格品。凭借灵活的机器概念节约新投资，因

为这类机器能根据新的生产要求进行调整。 

洁净生产

生产包装产品清洁十分关键。因此，ENGEL不断研发能最大程度保证清洁的新工具。凭借

其设计，我们的机器能满足ISO 7洁净室标准、符合GMP规程—这都得益于免润滑的拉杆或

锁模装置，以及密封的连肘杆。

你们所面临的挑战：“我如何在生产中尽量保持高效、高利润和清洁，同
时最好地节约我的可用资源？”ENGEL包装专注于让您获得最大的满意
度。因此，你们可以相信，我们的机器具备较长的使用寿命，设计为在洁
净室环境内运行，能够为您提供获得高性能生产所需的工艺稳定性。再加
上我们的节能技术，您的投资可获得双倍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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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包装瓶盖与封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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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产量

凭借全电动、混合动力和液压高性能机器 - 如ENGEL e-cap和ENGEL e-speed，您能以极短

的周期时间获得最大的产量。强劲的电动和液压注塑单元、具备高塑化率的屏障型螺杆，以

及我们快速、坚固的连肘杆锁模单元的精准平行移动带来最高的性能。

安全生产

ENGEL机器为您带来高工艺稳定性与卓越的安全等级。所有工艺参数都受到ENGEL机器控制

系统的监测。智能模块保护软件autoprotect为您带来卓越的操作稳定性和可用性。 

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产量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使用ENGEL e-cap等可以大大提供您的制造工艺的利润——

这得益于出色的能源效率与非常低的冷却水消耗量。ENGEL包装全包解决方案具备长使用

寿命与低维护成本，可帮助您控制“总拥有成本”。

最高产量：瓶盖与封口产品的生产需要高性能解决方案，因为你们的客户
期望你们能提供完美、清洁，且生产高效的产品质量。ENGEL包装提供的
创新机器概念能帮助您满足这些要求，无论您生产的瓶盖和封口产品应用
于饮料、化妆品、食品还是清洁剂。无论您是关注标准瓶盖还是先进的定
制解决方案：我们与顶级模具制造商合作，能为您提供一体式定制生产单
元。满足您对于世界领先注塑机制造商的期望。  

洁净生产 

清洁度对于饮料和化妆品业而言尤其重要。ENGEL包装机最适合洁净生产：如ENGEL e-speed
和ENGEL e-cap都采用闭环润滑密封式连肘杆和免润滑的拉杆。无拉杆的ENGEL victory锁模

机构同样无需润滑也能正常工作。因此ENGEL机器符合ISO洁净室标准，并满足GMP规程。

工作灵活 

凭借ENGEL victory的无拉杆机器概念，可以在相对较小的机器上使用大型模具。从而， 

ENGEL victory的占地面积将小于带拉杆机型。无拉杆技术的另一优势在于，您可以将完整的

模板用于您的模具。因而可以节约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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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e-cap

	 专为瓶盖生产设计

	 全电动机器概念加上出色的性能数据

	 与使用液压注塑单元的类似机器相比大大降低能源消耗

	 超洁净生产，得益于密封式连肘杆

ENGEL victory 与 ENGEL e-victory

	 用于封口产品的生产

	 模具更换简单快速，得益于无拉杆技术

	 最好地利用了模板尺寸

	 稳定的产品质量，得益于获得专利的ENGEL分力器

	 带来超强能源效率

ENGEL e-speed

	 设计为以稳定、高性能等级生产的机器概念

	 高注塑速度，得益于液压管内注塑单元

	 移动模板的线性引导带来超强能源效率

	 全电动锁模单元带来出色的性能等级

	 创新能源概念，防止高峰电流

ENGEL cube技术

创新的生产系统可用于复杂的多色与多组件瓶盖。凭借全电动ENGEL cube技术，两个组件一

步生产完成，还包括贴标（可随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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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包装薄壁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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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材料

ENGEL机器能够高效地生产内壁厚度最低的部件。ENGEL e-speed和ENGEL e-motion仅是这

类机器中的两种，均能提供卓越的注塑速度。 

提高生产力

ENGEL包装的高性能机器以极短的周期时间提供最高产量。其中包括全电动ENGEL e-motion
和混合动力机型ENGEL e-speed。由于具备平行移动能力和可以选择提高的驱动力，两种机

器都具有非常短的周期时间。 

降低经营成本

无论选择哪种全包解决方案，所有不同类型的ENGEL机器都能获得出色的能源效率等级。

此外，冷却水消耗也非常低。可以低维护成本获得长使用寿命。

使用较少材料意味着实现更多利润。这个原则看起来简单，但其解决方案
极其复杂。ENGEL包装使您的薄壁容器产品以低成本生产，但同时满足
高科技要求。凭借我们高性能的机器，您可以以持续稳定的工艺生产出内
壁非常薄的容器 – 生产量与速度都将最高程度地提高您的竞争力。必要
时，我们将与您和领先的模具制造商一同研发最佳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
方案将非常高效，不仅能通过创新的技术节约材料，而且还能帮助您降低
能源成本。 

供给洁净

任何人旨在食品行业超越竞争对手需要能够在清洁的条件下生产。对于恩格尔包装来说,

这意味着机器能够满足ISO 7洁净室标准和满足GMP规定。得益于lubricant无拉杆, ENGEL 
duo、ENGEL e-speed和ENGEL e-motion能够做到这两点。ENGEL e-speed和ENGEL e-mo-
tion有连接回油的密封肘杆，提供优化的油润滑、减少摩擦和润滑剂消耗,大大延长了使用寿

命。

安全生产 

可以在高速生产的同时保护机器与模具。我们的智能控制功能（激活-速度-设置）帮助您优

化机器，使之快速轻松地移动，而且不会影响到模板和注塑单元的平滑移动。超低不合格率

是另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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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packaging_19ENGEL portfolio_19

ENGEL e-speed

	 高注塑速度，得益于液压管内注塑单元

	 最大能源效率，得益于创新动态能源回收系统

	 全电动锁模单元具有很大的开模行程，适用于IML应用

	 设计为稳定、高性能运行的机器概念

ENGEL e-motion

	 全电动高性能注塑机

	 久经考验和寿命长的机器概念

	 出色的伺服电动注塑速度

	 非常洁净的锁模单元，得益于密封式连肘杆和滚珠丝杠轴的闭式润滑系统

	 非常低的维护成本

ENGEL IQ重量控制

生产质量稳定的模压部件：ENGEL的专利软件，IQ重量控制，将保证即使在环境条件不断改变

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相同的灌装量。拥有绝对质量保证。优势：

	 大大提高了重量的重复性

 减少不合格率，从而提高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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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包装提桶、吊桶与圆形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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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提高产量

得益于超短周期时间，使用高性能机器ENGEL e-motion和ENGEL e-speed能帮助您在生产小

提桶和吊桶时获得最高产量。此外，高注塑速度能实现较薄的壁厚，从而减少成本和使用的

材料。 

洁净生产

食品业小吊桶的生产需要在洁净室内完成。由于所有ENGEL机型都具有无拉杆导向的模板，

因而润滑油不会渗漏到模具区域。除此之外，全电动ENGEL e-motion的运行无需液压油，

并且具有密封式连肘杆和闭环润滑系统，从而能确保洁净生产。 

灵活的可能性

生产大吊桶的厂商均需要最高灵活性。最适合这类应用的是ENGEL duo和ENGEL e-duo系
列。该系列所有机型占地面积都较小。其长开模行程使得脱模非常容易。此外，使用 IML
时，可以同时插入标签，大大缩短周期时间。

批量生产要求同样的质量标准，无论是生产什么类型的提桶或吊
桶。ENGEL包装了解，现在光数量是不够的 - 为在圆形容器领域获得
竞争力，就需要提供既轻又耐用的产品。而且你们每天都将面临新的挑
战。ENGEL将与您，以及领先模具制造商一同研发高效机器与生产概念，
帮助您成功应对这些挑战。

资源保护 

ENGEL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因而，ENGEL e-speed、ENGEL e-motion、ENGEL 
duo和ENGEL e-duo全都能满足现代和高效生产对于能源和材料消耗的要求。例如，ENGEL 
e-speed 650采用了动态能源回收系统，将减速过程中产生的能量储存起来，留待加速时重

新使用，从而大大降低了功率峰值。

交付质量

ENGEL包装机以不变的高质量标准生产小吊桶或大吊桶。卓越的机器可用性进一步保证您

及时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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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e-speed

	 设计为以稳定、高性能等级生产的机器概念

	 高注塑速度，得益于液压管内注塑单元

	 最大能源效率，得益于创新动态能源回收系统

	 全电动锁模单元具有很大的开模行程，适用于IML应用

ENGEL e-motion

	 全电动高性能注塑机

	 移动模板的线性引导带来高能效与持久耐用的特性

	 出色的伺服电动注塑速度

	 可选宽模板设计，实现更长的拉杆距离

ENGEL duo

	 占地空间极小

	 非常快的双模板注塑机

	 长开模行程，适用于IML应用

	 超高能效

	 高操作安全等级

ENGEL e-mac

	 占地空间小，得益于紧凑的机器设计

	 适当的性能级别

	 全电动意味着高能效

	 极具吸引力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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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包装大型容器与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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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大容量产品需要创造力。生产箱子、托盘，以及大型工业用容器将面
临各种挑战：例如在制造过程中产品的装卸，或者减轻重量等。ENGEL包
装考虑更大规模的定制精密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提供灵活性和具备成
本效益和能源效益的生产。

提高生产力

你们的目标在于以尽可能短的周期时间获得最大的产量 - 即使注塑生产高注入量部件

时。ENGEL duo是应对此类挑战的智能解决方案。灵活的机器概念提供了可安装多个注塑

单元的空间。因此，无需加大紧凑的占地空间，短喷嘴间距注塑可获得出色的注塑性能。优

势：得益于超级强劲的注塑单元，ENGEL duo可帮助您提高生产力。

灵活的组合

您的需求独一无二。而我们致力于通过使用灵活、智能的模块化注塑机系统满足这些需

求。ENGEL duo系列机型为您带来无尽的选择。因为ENGEL duo可在将来根据不断变化的需

求调整。 

降低最大锁模力

使用大模具需要卓越的性能与最大产量，但是所需的最大锁模力很低。ENGEL的电子锁模

力优化和宽模板或延展宽模板选件，以及更宽的拉杆间距都能帮助您以极高的效率生产大型

部件。除此之外，更大的空间简化了自动化概念，可更简单快速地取出模塑部件。

优化自动化

机器与机械手仅需一个控制器。根据这一原则，ENGEL优化了机器与机械手之间的通信和

协调。其优势是获得最短的取出时间，从而提高生产力。

保证质量

为确保您的部件满足最高要求，ENGEL duo机器具备智能可选压印系统：四个不同的压力垫

可根据行程单独激活。这样可实现快速响应平行控制，以及注塑与负压缩成型技术。得益于

超声波测量，可持续监控模板或拉杆的确切位置。精确的设置保证优秀的模板平行度、减少

模具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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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duo

	 占地空间极小

	 非常快的双模板注塑机

	 高度灵活性，适用于各种应用

	 超低噪音排放，得益于获得专利的ENGEL隔音系统

	 超高能效

	 最佳可及性

	 高操作安全

ENGEL coinjection

	 通过使用再粒化物核心降低成本

	 各种注塑单元可灵活使用 - 组合使用或单独使用均可

	 在表面形成独特的大理石纹设计效果

	 几十年的经验

ENGEL 压印

	 降低所需的最大锁模力

	 高精密零件

	 降低零件的内部应力

	 模块化概念，满足各种要求

ENGEL e-duo

	 紧凑型设计，减少占地空间

	 所有移动由伺服电驱动

	 高注塑功率，无需液压蓄能器，减少能源消耗

	 高精度，得益于电动驱动技术 - 实现最大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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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支持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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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services
总是在您需要我们的地方

560 位装备精良的售后服务技术人员

55 位热线工作人员

 9 个生产工厂

29 个销售办事处

60 个代表处

您的事业 - 我们的挑战 

为使您的注塑机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并长期可用：ENGEL 的各种售后服务向您保证在任何时

候都能产生竞争力。无论您的生产单元是单机还是复杂的综合系统解决方案。ENGEL 能够

让您随时利用各种优化方法，从而长期确保设备优势。此外，我们还为机器操作人员提供专

业培训，向世界各地迅速交付产品并负责备件安装。各种维护合同也保证了机器的最高利用

率。因为我们的宗旨是：ENGEL 机械的最佳性能。

支持服务 – 现场支持服务

 n 节约停机成本

 n 全天候全球紧急支持服务

 n 由 ENGEL 售后服务团队提供专业帮助

 n 用于各代 ENGEL 注塑机

 n 用于所有 ENGEL 技术和各种控制软件版本

升级 – 安装可靠的增值软件

 n 用于所有 ENGEL 注塑机

 n 专业升级解决方案

 n 用于补充和优化

 n 使注塑机可以用于全新的应用

 n 更经济节约地使用注塑机

专业知识 – 提升您的竞争力

 n 通过全面的专业技术传授深入培训

 n 深度挖掘注塑机的潜力

 n 针对您和您的员工组织定制研讨会和培训方案

 n 对特定行业的主题活动

 n 利用高效、有针对性和贴近实践的咨询、学习和培训

 n 就在您的公司里或在其中一个 ENGEL 全球培训中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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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AUSTRIA GmbH | Ludwig-Engel-Straße 1 | 4311 Schwertberg, Austria
Tel. +43 50 620 0 | Fax +43 50 620 3009 | sales@engel.at | www.engel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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