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业
具有驱动力的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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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恩格尔一直是汽车行业的技术合作伙伴和供应
商，该行业的目标在于采用注塑成型工艺制造塑料组件。
工艺开发、机械工程和自动化在恩格尔无缝融合。与全球
众多知名企业的密切合作及无数设备的安装证明了恩格尔
机器技术的可靠性、恩格尔工艺技术的发展能力和恩格尔
服务部门的灵活性。

ENGEL 汽车业 –
能力是标准

汽车业是最重要的注塑成型技术驱动之一。

汽车或卡车外层的许多组件、内饰、安全与

操作技术和传动系统-都只能使用注塑成型

技术制造。新工艺及各种新工艺的结合不断

开发新应用，满足汽车驾驶员不断增长的需

求。恩格尔注塑成型技术使汽车和卡车更加

舒适、安全、经济和环保。这种结合确保了

最高的质量和最佳制造成本。

ENGEL汽车业。用于未来车辆的注塑成型技术。

l 拥有各种型号的完整的注塑成型机系列
 
l 包括机器、工艺和自动化的交钥匙系统，以获得成本优化的解决方案可灵活调整以适应不同客户的需求

l 在所有注塑成型技术和客户工艺方面拥有广泛的能力
 
l 与基本应用相关的技能
 
l 在汽车技术领域拥有多年经验
 
l 与优秀的系统合作伙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l 广泛的客户服务设施和零部件快速供应，将工厂停工期缩至最短
 
l 在三大洲有八个生产厂，并在全球拥有子公司与销售网点： 
 全球化帮助我们达成最佳交付周期

更舒适、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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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机器与技术外，恩格尔还为汽车行业及其供应商提供各种附加设备和服务：

经济性与可靠性：
完整的解决方案与定制设备

完整的解决方案 
来自单一供应商
恩格尔注塑成型机、技术和自动化可结合在一起，从而经济地生产汽车用塑料部件。

需要将机器技术与材料供应和物流相结合时，恩格尔还能为客户提供支持。该项服务

包括创建生产布局，以及在规划“新建”工厂时提供支持。服务
零部件

培训

l 为生产设计出一个整体概念，

l 简化和加速模具的更换，

l 有效配置成型件的处理，

l 优化周期时间，

l 提高生产透明度，并满足严格的文件要求，

l 为员工提供最佳培训，

l 并在需要服务时保证快速解决问题。

文件

P
er

ip
he

ry
 - 

Technology - M
ach

in
e - M

ould - Automatio
n 

- 



汽车业_76_汽车业

ENGEL自动化。

直接。高效。来自恩格尔的线性机械手。我们就是这样为您解决自动化任务。利用我们丰富的经
验。30多年来，恩格尔凭借自己的自动化系统，在市场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功。包括超高的业务能
力。恩格尔全球销售公司及其业务中心的自动化专家将竭诚为您提供服务。
我们在机械手等领域的丰富技能在上述公司与中心得到有效的应用。

关于复杂技术的专业知识。
恩格尔自动化的业务范围远不只是线性机械手。您是否需要复杂、高度集成的生产单元，其中多
台注塑机投入生产、线性机械手与工业机械手完美配合，并且包含多个加工阶段——如使用最先
进的摄像技术进行质量控制，再加上标记和包装业务？没问题。恩格尔自动化系统的专家将负责
整体概念并实施您所需的项目。他们将确保所有部分得到准确协调，且无缝融合。

服务于效率。以获得最优的产品质量、稳定的工艺，并提高总体生产率。

效率是关键。

采用恩格尔的创新注塑成型技术
发现汽车的未来

汽车行业尤其离不开特殊的注塑成型工艺技术。其他领域不会需要如此多的技术来生产多色产品（
尤其是车灯产品）、装饰和涂层表面，以及为一个组件集成多种功能。恩格尔为每种应用提供合适
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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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NGEL combimelt
生产尾灯、控制电枢和标记按钮，以及硬-软接
线所需的多色与多组份注塑成型，以获得特殊
触感或密封功能。

02. ENGEL clearmelt
防刮擦、高质量表面加上3D卓越视觉效果。
得益于恩格尔创新的clearmelt工艺，具备以上
特性的装饰部件的生产现在可以达到省时、经
济，并获得高生产力。经过透明聚氨酯流涂的
热塑性载体——采用来自多组份注塑成型的成
熟技术。

03. Dolphin
注塑仪表板、控制台组件、轮胎垫带和门板具
有触觉柔软的表面，此表面通过使用ENGEL 
duo combi M大型机器，将塑料结构件与发泡的
TPE经过包覆注塑成型。

04. ENGEL fibermelt
前端模块、车身底板、门模块和其他结构件的
注塑成型采用长纤维增强热塑性塑料，使用
ENGEL duo大型机器系列制成。

05.-07. ENGEL elast/LIM & BMC
经典合成橡胶在汽车中的重要应用包括发动机
和车身支架、窗户密封、多媒体线、电气系统
和风箱。由LSR制成、用于电气插头的绝缘和
密封组件，以及密封圈和封口膜具有非常高的
耐热与耐冷性，具有卓越的抗老化性能和非常
好的耐气候性。

恩格尔提供一系列完整的立式与卧式注塑机产
品，用以加工硫化橡胶。采用先进先出原理加
工带状预制橡胶复合物的塑化单元为ENGEL 
elast。螺杆或活塞塑化设备，用于液态硅胶的
塑化及输送技术为ENGEL LIM。

BMC：恩格尔在BMC加工方面具有很高的竞争
力，可为之提供特殊的旋转输送系统。

08. ENGEL foammelt (MuCell®)
外壳和内饰件的结构性发泡成型可通过在模具
中将塑料发泡获得最低的重量和最佳性能

09. ENGEL foilmelt
通过反注入多层薄膜实现车辆内部装饰部件的
独特表面设计，以达到金属涂层、铝制设计、
变色效果和立体图等效果。

10. ENGEL gasmelt
气辅技术用于把手和栏杆的注塑成型，用以提
高质量和表面。通过增加后注塑压力，缩短周
期时间、节约材料。

11. ENGEL glazemelt
利用ENGEL duo combi M两板式大型机器的集
成式装配元件和密封功能，通过注塑压缩成型
制成内应力较低的大型透明板。

12. ENGEL insert 
对金属和玻璃进行包覆注塑成型，使用立式注
塑机和带有水平分型线的模具，以完成插头、
开关和传感器、燃油系统元件、电气和电子组
件和车窗部件的注塑成型。

13. ENGEL joinmelt
ENGEL joinmelt工艺支持直接在模具中进行热气
焊，因此具有相当大的节能潜力。

14. ENGEL organomelt 
轻量化建造的革命：使用此项技术可生产薄而
坚固的有机板材，用于替代钢板和铝板，不仅
降低了汽车重量，而且能够防腐蚀、带来更多
设计选择，为其加分。

15. ENGEL tecomelt
使用带卧式或立式锁模单元的注塑机进行注塑
成型或注塑，以生产用纺织品装饰的汽车内饰
件。

16. ENGEL watermelt
水辅技术，用于大型带筋组件、多媒体线缆和
带大容量槽的模塑部件的注塑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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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外饰件 

高性能螺杆确保塑化过程中的高度塑化。这点
非常重要，比如在保险杠的生产中。液压或电
动螺杆驱动能与模具同步动作，以缩短周期时
间、提高产量和经济性。特殊用途螺杆具备最
低磨损性与较长使用寿命，即使高性能塑化过
程中存在严重的磨损。

自动后加工。
在生产便于涂层的保险杠和其他外饰件的过程
中，针对具体客户和应用的注塑机自动化提高
了整个系统的经济性。自动化包括浇口分离、
表面火焰活化、去毛刺、质量控制和组件包
装。

注塑压缩成型用于提高质量
如果对具有长流程和大流程壁厚比的大型外部
部件进行注塑成型，则建议采用注塑压制成
型，以安全填充模塑部件、干净地对表面进行
模塑，并避免内压力。注塑压制成型带来具有
高成本效益的高精度部件。

吸引力与保护性：
结构件和外饰件

第一印象很关键–尤其对汽车而言。为实现汽车外层的独特设计，塑料设计的自由性得到越来越
多的利用。注塑成型外饰件就表面和尺寸稳定性而言符合非常高的要求。恩格尔注塑成型机和技
术能确保最佳的表面质量和最大的经济性，即使对大型模塑部件和流程较长的部件亦是如此。

轻量化建造，带来坚固体验

作为金属结构的替代品，轻型纤维增强设计的重要性趋于增强。今天，采用ENGEL fibermelt制成
的模塑产品可以根据应用进行定制和设计，并能安全地实现注塑成型。

轻量化建造的革命带来了ENGEL organomelt。这种技术使用薄而坚固的有机板材取代了钢板和铝
板。

集成式模具更换系统ENGEL famox（快速模具更换）缩短设置时间、提高机器的灵活性，并增加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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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轮窝衬垫

引擎室内的轮窝衬垫和盖缝条应具有降噪性
能。以上产品可通过对特殊改良聚合物进行
注塑成型，或对纺织材料进行包覆注塑成型。
通过将ENGEL combimelt多组份技术和ENGEL  
tecomelt反注塑技术集成至一台注塑机，一次
性便可生产出完全适合客户对几何形状、安装
元件和声学特性要求的降噪产品。

03. 前端梁采用LGF塑料制成

用于长玻纤增强颗粒（LGF）的温和预制单螺
杆系统的特殊用途螺杆单元允许在标准注塑
机上进行加工。在ENGEL duo大型机器上使用
ENGEL fibermelt技术，能够以较低的生产技术
投资生产高强度结构元件。采用具有优化几何
形状的螺杆单元进行熔化预制可降低材料的剪
切负荷，为聚合物中的长增强纤维提供最佳嵌
入和分配。

转向柱支架

ENGEL organomelt用薄而坚固的有机板材取代钢板和铝板。因此：与传统解决方

案相比大大减轻了重量。转向柱支架在基于ENGEL duo pico机器的全自动生产单

元中生产——非常紧凑和节能。而且这种解决方案适合批量生产。此外，ENGEL 
organomelt还具有额外优势，即可防腐蚀和提供更多设计选择。

02. A-、B-与C-柱

ENGEL combimelt多组份技术在一次操作中集
成组装、光学和密封元件，消除缩痕，确保
获得最佳的表面质量。吸收冲击的柱元件可使
用第二种塑料进行二次彻底注塑，从而获得高
反射表面。此外，附加的TPE成分还可密封底
盘，吸收振动。

04. 结构元件采用混合工艺制成 

在混合工艺中，板材被插入模具，用塑料进行
包覆注塑成型，从而得到增强。恩格尔为板材
的插入和移除提供自己的自动化解决方案。高
精度的自学模具保护程序检测插入部件是否偏
离，从而为模具提供最高等级的安全性，防止
模具损坏并保证整个工厂的操作安全性和正常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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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车窗

两板式ENGEL duo大型机器上可采用专用于注
塑成型车窗的设备。压缩配置包BASIS、PROFI
和EXPERT是非常精准的特殊压缩程序，利用
上述压缩程序能够以非常低的应力注塑成型大
型注塑部件。这能够确保光学部件持续地照射
注塑部件的整个表面。

用于大部件的紧凑型机器

与传统的两组份机器相比，带旋转盘技术的
ENGEL duo combi M的机器概念可降低锁模
力要求、减少对机器技术的投资。此外，锁模
力和工艺控制得到了简化，因为位于机器轴中
心相对的注塑成型单元将产生中心膨胀力。这
样可制成与锁模单元尺寸相关的最大可能的组
件。

温和塑化

为确保透明塑料的注塑部件，如PMMA和PC能
持续拥有最高的光学质量，恩格尔提供具有特
殊几何形状和独特止回阀的螺杆。这样可温和
地进行熔化预制，防止形成所谓的黑点。

装饰和功能的整合

ENGEL foilmelt模内装饰实现了功能元件的整
合，如车窗元件中的天线或加热线圈。此外，
透明膜的反注塑可用于替代清漆用作防刮涂
层。

透明、彩色或发光：
车窗与照明工程

来源：拜耳材料科技

透明塑料板主要为聚碳酸酯，重量较轻，并能为设计师提
供极大的自由度。今天，整体塑料车窗系统整合了多种功
能，且系统成本较低。

LED 的未来
照明工程现在更多的以塑料为基础，具有最大的潜力。通
过使用现代LED技术并融入密封功能，为传统多色工艺提
供补充。

汽车中的光学与车窗部件越来越多地采用透明塑料，而非
玻璃制成。一方面，由于多种颜色可以轻松融合，因此塑
料件的注塑成型能提供更高的设计自由度；另一方面，塑
料件更轻，因此降低了燃油消耗与汽车的CO2排放。
 

洁净生产
车窗与照明工程需求的增加同样提高了对生产技术和生产
环境的要求。因此，许多车窗部件注塑成型后在洁净室环
境下进行再次加工。与机器相关的预防措施，如恩格尔注
塑机上的无定向拉杆，使得产品受污的几率非常低。

无拉杆。自由进入。
ENGEL victory机器节约了洁净室内非常宝贵的空间，如
汽车扩散透镜的注塑成型生产。这是由于，该机器的锁模
单元没有拉杆。因此，机械手可快速接触部件。此外，还
可以快速更换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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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覆注塑成型窗口

无机车窗可采用热塑性材料或合成橡胶进行包
覆注塑成型，以实现密封和装配功能。带卧式
或立式锁模单元的注塑机的单步工艺简化了装
配、降低了成本。拥有全系列的机型，恩格尔
为所有尺寸的车窗、所有包覆注塑成型材料和
所有工艺相关要求提供定制的紧凑型生产解决
方案。由于恩格尔机器能够配备可用于橡胶和
热塑性塑料的塑化单元，因而提供了完全基于
客户要求、可灵活更换的注塑单元。

采用灵敏的恩格尔模具保护系统autoprotect降
低了玻璃破碎率和报废率，同时延长了正常运
行时间、提高了包覆注塑成型系统的生产率。

扩散透镜

用于前大灯的扩散透镜对光学质量、变形缺乏
和表面特性具有最高的要求。由于尺寸受限，
扩散透镜采用传统的注塑成型方法，而不采用
注塑压缩成型。

最高的熔化质量
在这项应用中，恩格尔螺杆凭借特殊的几何形
状和独特的止回阀，确保温和的材料预制，并
避免产生“黑点”。对扩散透镜进行注塑成型
后，通常使用ENGEL combimelt对紧固元件进
行成型。

反射器

车灯中的反射器需要非常高的表面质量，从而
在金属喷镀后具有非常特定的特性。这需要精
确的模塑，必要时使用ENGEL gasmelt气辅技
术避免产生缩痕。

为使用耐高温的热塑性材料生产反射器，特殊
的螺杆单元磨损低，具备较长的使用寿命。
为了注塑成型采用热固性塑料制成的反射
器，ENGEL BMC注塑单元专为加工湿聚酯设
计。

稳定的工艺 

无中断

旋转进料单元ENGEL ro to  feede r  BMC 50
和HCR 50在向塑化单元进给材料时带来最高
的工艺稳定性。进料保持无间断地流动，无困
气且压力恒定。包括对操作者而言最高的方便
性。

尾灯

多色汽车尾灯采用多色ENGEL combimel t技
术，在集成了旋转盘的大型ENGEL duo中使用
多个模具制成。最多可任意布置四个注塑单
元，可依据客户要求对机器进行最佳调整。

光纤与LED

光纤和发光二极管的生产对应力缺乏和表面质
量具有特殊要求。高精准的全电动注塑机，如
具有压缩功能的ENGEL e-motion满足以上的高
要求。再加上模具变温回火，能够轻松地以最
佳成本实现复杂的几何形状和透镜效果。

01. 辆雪佛兰开拓者的后窗，来源：Sabic/Exatec 02.使用大型ENGEL duo机器进行天窗生产，来源：Sabic/Exatec 03.用
于一辆三菱汽车的包覆注塑成型固定侧窗 04.用于汽车双大灯的反射器，采用聚醚酰亚胺（PEI）制成  05.ENGEL roto 
feeder：用于BMC 50和HCR 50的便利的旋转输送机，结合了最高的工艺稳定性，持续将固态硅胶输送至塑化单元。06.
H8灯座，来源：Simon   07.尾灯，来源：Automotive Lighting - 玛涅蒂·马瑞利下属公司 08.在斯洛伐克ZKW，用于汽
车扩散透镜注塑成型、带洁净室模块的无拉杆恩格尔注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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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性与高质量：
面板和内饰件 

汽车内部有各种塑料组件。仪表板和控制台拥有数不
清的功能元件，并具有优美的外观和触觉。这同样适
用于用以固定安全气囊系统、防止头部和侧边遭受冲
击的门板和柱板，因其需要精确限定的特性。

光学遇到触觉学 
门板覆盖电动车窗系统、密封件、扬声器和线缆，其
表面具有高质量外观和触觉。ENGEL tecomelt和Dol-
phin等工艺为汽车带来舒适与安全。

高生产率。
无论你需要紧凑注塑成型的面板或内饰件、使用软发
泡薄膜进行反注塑、在聚亚安酯型泡沫厂内转换注塑
成型结构或使用长波纤增强塑料注塑成型高应力结构
部件或承重元件：恩格尔都能为经济生产单元内大量
注塑机的所有单步工艺提供高度自动化。

配备完美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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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面板

如今，纺织装饰柱面板通过将纺织结构反注塑
进入注塑模型中制成——通常采用中型注塑
机。进行全自动插入和固定织品材料时，EN-
GEL victory系列机器的无拉杆锁模单元具备无
障碍进入模具的独特优势。机械手和抓手可以
使用全部可用空间，不会受到拉杆的阻碍；模
具可快速简便地进行更换。这能保证较短的周
期时间、提高经济性。

使用整个模具固定板 
由于反注塑首先处于相对较低的压力中，模具
固定板的整个表面可用于无拉杆机器上的大型
模具中。与有拉杆的普通机器相比，无拉杆注
塑机充分利用了反注塑时较高的生产效率。

仪表板支架

使用ENGEL fibermelt制成的仪表板支架拥有所
需的强度、刚度和抗冲击性。结合使用ENGEL 
foammelt结构发泡成型和ENGEL coinmelt压缩
技术可获得重量优化。

通过Dolphin获得软触感表面
Dolphin——这个名字的灵感来源于海豚的优
雅及其皮肤的弹性。得益于该创新的两组份注
塑成型方法，可通过一次操作使部件成型、并
覆盖一层高质量软触感表面。它拥有大量潜在
应用。Dolphin展示了其用于汽车内饰的强大优
势，如用于仪表板和门板。

部件的托架结构完全覆盖了一层微孔发泡聚酯
纤维。该工艺综合采用发泡注塑成型和“负”
压缩技术（精确开启）。该工艺在带有两个
相对放置的注塑单元和一个旋转模具输送机的
ENGEL duo大型机器上运行。  

单步取代多步
Dolphin成型件将结构刚性与优质触感体验相结
合–仅需一步。与使用传统多步工艺（例如使
用PU箔片进行层压或使用聚氨酯泡沫进行就
地发泡）成型的部件相比，Dolphin成型部件非
常具有经济性。作为单步工艺，就空间要求而
言，Dolphin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还能减少物
流费用。

仪表板

虽然经济型汽车的仪表板通常使用标准注塑成
型，许多恩格尔专用工艺用于生产要求较高的
车辆内柔软表面或装饰性表面。

适合准时化顺序供应
如果ENGEL tecomelt工艺为软发泡薄膜衬背进
行注塑，每个周期可以更换不同的颜色或表
面，即满足准时化顺序供应的要求。对应注塑
机的恩格尔自动化解决方案使得这样的生产作
业合理而且不昂贵。

得益于先进Dolphin工艺的高质量软触感表面。

装饰件 

防刮擦、高质量表面加上3D卓越视觉效果。
得益于恩格尔创新的clearmelt工艺，具备以
上特性装饰件的生产现在可以达到省时、经
济，并获得很高的生产率。经过透明聚氨酯
流涂的热塑性载体——采用来自多组份注塑
成型的成熟技术。

多重优势
与传统全热塑性方法相比，使用ENGEL clear-
melt方法可通过薄涂层实现防刮痕和3D效果。
传统涂层系统只能获得类似质量，并且必须
使用耗时、昂贵的多重涂层流程，这种流程
具有多个步骤，因此不合格率较高。与此相
反，ENGEL clearmelt使用反注塑箔片作为
载体，使装饰部件获得卓越的视觉效果。因
此，汽车内饰件十分吸引眼球。 

对未来的展望  
这种技术可能在未来为开关业带来新的视角。
其原因在于ENGEL clearmelt还支持带集成线
路的饰面载体，集成线路拥有一层足够薄的
PUR层，以提供综合保护，从而支持简单的活
化。



 

01 02 03 04 05 06 07

汽车业_2322_汽车业

06. 通风格栅

通风口已不再是注塑成型历史上，多组份成型
的“经典”可移动部件。如今，通风口通常在
多个模具中制造。依据成型部件的尺寸和杆
数，多组份注塑成型采用各种不同的注塑成型
机：ENGEL victory、ENGEL e-motion。以上两
种机型都能通过一次操作完成通风口的制造。
大众高尔夫和奥迪A3的气候控制通风口通过
结合ENGEL foammelt结构发泡成型和ENGEL 
combimelt多组份技术，在一个4+4模具中制
成，并形成了一个密封唇口。.

07. 安全气囊罩

安全气囊罩在遇到冲击时必须具有特定的突破
打开特性，但也必须完美适合车辆内部外观。
恩格尔机器，无论是程序技术还是自动化技
术，都能保证其所需的工艺稳定性。 

为乘客带来安全
ENGEL CC 200机器控制单元和模块化ENGEL 
e-factory软件解决方案的各种分析和记录所有
相关工艺参数。

04. 扶手

放弃薄膜反注塑方法，选用Dolphin工艺，全部
采用热塑性塑料制造面板将越来越流行，不仅
因为它比反注塑法更容易操作较小的半径。同
时，也省去了通常很高的最常见的泡沫薄膜的
物流及后处理成本。

05. 托架的支撑结构 

被整合进座椅、看不见的支撑结构采用ENGEL 
insert立式机制成，呈现从驾驶员至车辆最重
要的转换。塑料包覆注塑成型金属杆的可移
动结构在注塑成型单元中制造而成。ENGEL 
combimelt技术用于将期望刚度与卓越的抗摩
特性相结合。

02. 扬声器罩 

低粘度、易流动的塑料通常用于有许多微孔的
格子状扬声器罩的精确成型。全电动机，如
ENGEL e-motion提供灵敏的流程控制：精确地
维持严格的加工范围、提供最佳表面形状，并
防止包覆注塑成型和毛刺的形成。如果成型件
在从型腔移出时卡住，带有许多灵敏引脚的恩
格尔机器的灵敏模具保护装置将保护价格比较
昂贵的模具不受损坏。

03. 门把手 
厚壁成型部件，如门把手通常采用ENGEL gas-
melt气辅注塑技术制成。与传统注塑机相比，
这种工艺能使后注塑压力维持更长时间，从而
保证表面的良好成型，并确保成型件拥有较低
的模压收缩性和较高的尺寸稳定性。这是对后
续金属喷镀或电镀的要求，否则表面缺陷将非
常明显。

01. 门板 

ENGEL duo系列用于大门板。随着成型件表面
的增大和流程的加长，压缩变得越来越重要。
恩格尔注塑压缩程序在注塑过程中为材料提供
保护，允许非常低的锁模力。模板平行控制保
证成型件的整个表面壁厚分布一致，并确保最
低模具磨损。

带纺织品装饰的极大部件的少量生产可采用
ENGEL tecomelt工艺、配备立式锁模单元的注
塑机完成。此处，使用可向三个方向移动的注
塑单元，将熔融材料注入敞口模具并以非常低
的内部压力压制在纺织品上。在此工艺中，可
使用更加简单、实惠，并且无热流道、具备经
济性优势、进行少量和中量批量生产的模具。

门内侧的地图袋

门内侧的地图袋也通常具有可使用ENGEL gas-
melt成型的厚壁区域。

两组份机器，集成条码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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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壳

锁壳是非常复杂、高度精准的功能部件，锁
壳的生产可能需要用到多种恩格尔技术。在
ENGEL insert立式机中，金属部件被插入模
具，然后作为功能部件集成至注塑成型部件。
在一个整体系统中结合ENGEL combimelt多组
份技术和ENGEL elast橡胶机，采用热塑性材
料或合成橡胶非常经济地形成所需密封。此
外，ENGEL foammelt结构性发泡成型能带来低
变形、重量得到优化的热塑性塑料结构。

可靠与安全：
安全、锁紧与操作技术

如 今 ， 不 仅 主 动 与 被 动 安 全 设 备 ， 如
ABS、ESP、安全带、头枕、安全带张紧器和
安全气囊，主要由注塑成型组件组成。驾驶员
辅助系统、线控转向和线控制动也需要塑料制
品。对于这些安全相关部件，加上部件的传感
器、开关和插座，汽车制造商尤其需要生产数
据文件，以实现产品质量的可重复性。

安全设备的机械与电气和机电组件通过在 
ENGEL insert立式机中对插入部件进行包覆注
塑成型。

自学和高度灵敏的ENGEL autoprotect模具保护
程序带来最低的模具磨损。同时将维护成本降
至最低。

安全带、安全带扣、安全带
张紧器和安全带偏转器

用包覆注塑成型的金属部件制成的安全元件通
常使用小型卧式或立式注塑成型机制成。用于
所有部件的模块式自动化系统通过可更换模具
型腔保证最快的调整适应能力。彼此适应的机
器与自动化技术确保质量控制和插入部件的预
热，将插入时间和移出时间缩至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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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滑轨与导轨

ENGEL combimelt将聚甲醛（POM）的最佳滑
动特性与聚酰胺（PA）的高刚度结合，形成具
有高度摩擦特性的精确组件，以获得最高的操
作舒适度。

就窗户导轨而言，TPE组件为窗玻璃和POM导
向元件之间提供最优正阻尼。

05. 手刹车拉柄

ENGEL combimelt综合了舒适的外观和触感与
高质量机械性能。对锁模力要求较低的大型模
具–无拉杆ENGEL victory机器专用于此类注塑
作业。

03. 开关与按钮

具有功能和标签或符号的开关和按钮采用 
ENGEL combimelt多组份技术制成。例如，一
台130吨的ENGEL victory机器和一台ENGEL 
ERC 63部件移除机械手可使用一个4+4+4的模
具制造聚酰胺和两个POM型开关。弹性塑料部
件的功能由成本优化的装配注塑成型提供。

04. 安全气囊引爆器

注塑成型工艺还用于制造引爆组件，以保护乘
客和行人。为实现这一点，直接使用精准的全
电动无拉杆ENGEL e-motion机对烟火材料进
行包覆注塑成型。该机器通过优化自动化条件
缩短周期时间，从而提高生产力。提供了使用
高爆炸性材料所需的注塑精确性和对模具的保
护。

01. 线路与接头

用较薄的包覆注塑成型金属部件制成的电子电
气安全元件通常也使用小型卧式或立式注塑成
型机制成。用于所有部件的机械安全部件模块
式自动化系统也是如此，可保证最快的调整适
应能力：模具型腔可更换，无需移除模具。较
大的旋转盘直径允许使用多个工作台，可配备
不同模具。

控制插件：电动立式机ENGEL e-insert与强有力的机械手
ENGEL viper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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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宜人的内饰气氛是主要的便利性因素。促动器和控制器、压缩器和热交换器，以及空气挡

板、空气挡板控制器和通风口依赖于大量塑料部件，这些塑料部件都需要尽量轻便、小巧。因

此，许多组件均使用ENGEL foammelt技术进行重量优化和发泡。

通风与空调技术
舒适地回火：

电动发动机支架

驱动元件不得产生噪音或将振荡或震动传递至其他结
构。因此，对其进行了隔音和减震。在一个鼓风电动机
支架中，安装点通过ENGEL combimelt用TPE进行包覆注
塑成型——减轻了振动并降低了噪音。

外壳部件，空气挡板
和风机叶轮

作为MuCell®物理发泡工艺的市场领先者，恩格尔成功
地生产了大量组件。就梅德赛斯奔驰S级后座气候控制
系统的外壳部件而言，由Behr公司开发和生产，采用
ENGEL foammelt结构发泡成型，在缩短周期时间的同
时提高成型部件的质量。

全自动模具更换系统ENGEL famox（快速模具更换）为中批量生产提
供最佳装备次数。

来源: Be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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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发动机组件

现在，使用塑料制造发动机组件和发动机相关部

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今，定制可注塑成型塑

料能够承受很高的工作温度，并能接触燃油、机

油、制冷剂和刹车油。

因此开始不断研发具备非常高性能和低重量的新

型组件，使之适合用于内部空间非常紧凑的引擎

室。其适用范围从装饰性油缸罩延伸至吸管和吸

入模块、电气系统的插头，以及燃油系统的部

件，再到用于热管理和气候控制的风门片和阀

门。

使用恩格尔机器与技术的新型生产解决方案越来

越多地用注塑成型塑料制品取代金属部件。

紧凑、轻便、实用：

发动机罩

虽为纯设计部件，发动机罩也承受着高温度应
力。因此，发动机罩使用玻纤增强塑料进行注
塑成型。设计或密封元件通常需要使用ENGEL 
combimelt多组份技术。恩格尔注塑成型机的高
加工能力允许生产不仅可使用热压缩或清漆，
也能使用电镀进行完善的高质量表面。

阀盖

该阀盖采用玻纤增强聚酰胺制成，用于奥迪发
动机。使用具有700吨锁模力的ENGEL duo进
行制造。

进气歧管

在一台1500吨的紧凑型ENGEL duo大型机器
上，用PA66-GF制成进气歧管组件；然后将这
些部件焊接在一起。可变模具回火获得最佳模
具壁温，从而确保组件几何形状满足严格的公
差范围，这也是焊接半轴承所必须的。使用模
具组可保证两个将要焊接在一起的部件获得相
同的制造条件。

在模具中直接进行热气焊接：创新解决方案
ENGEL joinmelt的专利正在申请中，承诺具有很
大的节能潜力，尤其在引擎室中。这种技术不
再需要额外的焊接设备。不再需要取出部件后
再重新插入，因为成品可直接从模具中轻松取
出。

为实现这一点，将组件的两半同时注入一个模
具中。经过冷却后，模具打开；一半部件位于
模具左侧，另一半位于右侧。模具左侧可移动
部分现在的位置使得两部分相对，即位于焊接
位置。加热元件位于型腔之间，对部件两半的
边缘进行加热。模具关上后，两部分被粘合在
一起，再次打开模具便能取出成品。

这一新技术适合所有热塑性材料。工艺研发人
员发现将玻纤增强聚酰胺加工成引擎室内的中
介轴承部件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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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风门

在生产进气风门时，恩格尔证明了两组份技术
和多组份成型技术的结合可获得最高的技术等
级：两台相连的注塑成型机可生产一套进气风
门，这套风门拥有可随时安装的风门片系统，
该系统将用于使用多组份成型、完整装配和经
过100%试验的V6和V8发动机。

取放与包覆注塑成型
在第一台300吨的ENGEL victory combi注塑机
上，首先用PA46-GF15制作本体；用线性机
械手进行取放后，在第二个模具的位置用PPS
进行包覆注塑成型。第二台ENGEL victory 130 
combi注塑机的机械手拿取这两套产品，然后
将其放置在模具的第一个注塑站。该注塑站还
用于相同的PA杆的成型。取放之后，将橡胶密
封件硫化后连接至风门片。

模具的易进入性 
ENGEL victory的优势：无拉杆锁模单元的设计
为用于复杂两组份注塑模具和机械手臂伸出端
的安装区域提高了更大的空间。

涡轮增压器进气控制支架

温度应力、传播效果和低怠速拖动需要使用硫
化橡胶作为密封元件。为生产此支架，恩格尔
在一个模具中结合使用橡胶和热塑性材料进行
两组份加工。此模具采用热分离获得一个热区
和一个冷区。这两种组件无需任何粘结剂便可
连接在一起。

NBR/HNBR的吸管

ENGEL elast橡胶注塑成型机与最先进的机械手
技术的结合为位于意大利AR-TEX Spa的汽车行
业带来独特的吸管生产单元。这两种机器可以
结合运行或者可以彼此独立全自动运行。系统
中心是要求极高的成型件移出系统。只有抓取
功能、充足的压缩气体和基于人手移动的部件
移出系统之间实现最佳的相互作用，才能将部
件完好无损地从中心取出。

进水总管

用于引擎室的高度复杂功能部件需要同样复杂
的注塑成型。大量螺线管和媒介接线提高了对
注塑机的空间要求，虽然只需要很小的锁模
力。拥有无拉杆锁模单元的注塑成型机为模具
安装表面提供很高的可接触性优势。这帮助“
精简”了机器设备和模具更换过程。

油尺、媒介管

使用PA66-GF制成的空间弯曲油尺导管采用
ENGEL watermelt水辅技术生产。即使拥有支
管和多层的媒介管也能通过结合ENGEL combi-
melt和ENGEL watermelt进行一次性经济、全自
动、快速地生产。虽然使用玻纤增强塑料，管
道仍然拥有光滑的内部表面。用于制冷剂的管
道还拥有一层耐介质内层。

提升精确度 
恩格尔是集成水辅注塑与活塞注塑机的首位注
塑机供应商，从而节约空间。得益于压力损失
的降低，与传统系统相比，该机械与控制相关
的集成具有更精确的可控性和更高的重复性。

油底壳

首个采用塑料制成的油底壳用于Daimler Ac-
tros卡车的V6发动机上，使用纤维增强聚酰
胺PA66-GF35，在立式机ENGEL insert上制
造。与传统锡变型相比，塑料油底壳大大减
轻了重量。

Plastic-Concept的无拉杆注塑机中，用于生产复杂进水总
管的悬垂模具

Schneegans两台连接的注塑机使用两组份技术生产下降活塞

换挡杆

为使一个汽车系列的所有档位具有相同的操作
力和操作触感，换挡杆必须拥有特别稳定、统
一的质量。通过用玻纤增强塑料对两个金属部
件进行包覆注塑成型，金属管道中可以形成一
个用于连接线缆（其中之一）的开口。为达成
这一目标，恩格尔提供包含一台立式机和一个
机械手的完整解决方案：管道和线缆附件由机
械手插入，成品将被自动取出。

01.由Schneegans生产的转换活板  02.由Schneegans生产的下降活塞  03.KBS同一模具对热塑性材料与合
成橡胶进行热分离，从而用于生产空气控制器  04.AR-TEX生产的吸管  05.Schneegans生产的全塑料油尺   

06.使用纤维增强聚酰胺PA66-GF35制成的油底壳  07.Plastic-Concept生产的用于汽车发动机的复杂进水总管  08.用于汽
车换挡装置的金属/塑料合成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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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器踏板

踏板本身包含PA66-GF30，采用ENGEL water-
melt技术制成。轴承座使用ENGEL insert立式
机，通过对金属座进行包覆注塑成型。踏板垫
为橡胶，使用ENGEL elast立式机进行注塑成
型。

ENGEL elast和ENGEL insert组合用于生产汽车
车轴减震器。改良的PPE-GF20取代了以前使用
的金属。它采用合成橡胶进行包覆注塑成型，
满足与金属和橡胶制成的重型成型件相同的功
能。

批量生产的经济性
空气软管、火花塞护罩和密封元件，如移动部
件上的O型圈和汽车电气系统中的单导体密封
件，通过ENGEL elast和ENGEL LIM机器用传统
硫化橡胶制成，或者通过恩格尔立式和卧式注
塑成型机用固化液体硅（LSR）制成。

踏板轴承座

所谓的踏板轴承座用以支撑汽车和卡车上的制
动器和离合器踏板。这种轴承座现在采用塑料
和镀锌钢板混合制成。在配备一台恩格尔注塑
机的全自动制造单元中，通过3D成型和形成轮
廓的板材插入注塑机，然后使用塑料进行包覆
注塑成型。 

混合技术集成了附件紧固件
附加的塑料板肋加强了结构，并防止镀锌板在
过载时坍塌。金属的高E型模具可形成优美的
整体结构，板材的韧性可防止组件在遭受撞击
时损坏或破碎。此外，得益于塑料包覆注塑
成型，可以集成附件紧固件，如:开关和传感
器。

阻尼元件与火花塞护套

01.带有包覆注塑成型轴承的塑料离合器踏板 02.采用混合技术生产的用于
奔驰某型号汽车的踏板轴承座 03.火花塞护套 04.Barre Thomas采用ENGEL 
insert机型，使用TPE进行MuCell®发泡生产的轻型减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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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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