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ststoff
面 向 中 国 的 先 进 塑 料 工 程 技 术

2022.6

本刊内容授权于Kunststoffe

医疗制造

MEDIZINTECHNIK
MEDICAL MANUFACTURING

轻量化结构

LEICHTBAUKONSTRUKTION
LIGHTWEIGH CONSTRUCTION

色彩及设计

FARBE UND DESIGN
COLOR AND DESIGN

在行星辊式挤出机上直接挤出PVC型材

一台六轴机器人从处于保护气氛中的模具中取出

可以节约成本和能源并简化生产过程。

注塑件并将它们送入纯净室进行后续加工。

￥10

售价:

医疗制造 Medizintechnik Medical Manufacturing

4

Kunststoff 中国 2022.6

2022.6

目录 CONTENTS

Kunststoff
� � � � � � � 塑 料 工 � � �

2022.6

�刊�����Kunststoffe

医疗制造

MEDIZINTECHNIK
MEDICAL MANUFACTURING

轻量化结构

LEICHTBAUKONSTRUKTION
LIGHTWEIGH CONSTRUCTION

色彩及设计

医疗制造 Medizintechnik Medical Manufacturing
2 透明的生产
6 在（几乎）运行着的加工中进行维护
8 当生产停下来时
12 圆满
13 深拉工件的精确配合固定

FARBE UND DESIGN
COLOR AND DESIGN

在行��式挤出机上直接挤出PVC型材

一���机����于保护气氛中的模�中�出

可���成�和能�并�化生产��。

�塑件并�������室进行��加工。

�10

��:

关于封面图片：磁共振成像机(MRT)
的机壳件是在Hombach公司采用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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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生产
KraussMaffei 公司为 LSR 加工提供量身定制的客户解决方案
适应高要求生产环境的节省占地的机器方案不仅存在于医疗医药产业中。一个
医药工业产品中的玻璃瓶上的开槽微膜的实例将展示，智能化的设备功能在这
里如何对支持机器操作人员及连续的生产过程记录做出贡献。
LSR（液态硅橡胶）的加工挑战性
很强，在医疗领域里要求有注塑过程的
细节记录。如今已经有许多加工商采用
KraussMaﬀei 公 司 的 SilcoSet 技 术 成 功
地在纯净室环境中生产 LSR 工件。该设
备供货商已经多次安装了纯净室单元，包
括要求很高的 GMP 无菌等级 A 级（或者
符合 DIN EN ISO 14644–1 标准的 ISO 5
清洁度等级）的单元。KraussMaﬀei 公司
还为普通要求（清洁度等级 ISO 7 和 8）
的纯净室提供多方面的解决方案。他们还
开发了注塑机与纯净室之间的不同的组合
方案，并作为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在客户
那里转化实施个性化的任务。
许多客户项目都是在与挑选出来的
模具制造商的紧密合作中完成的，这些模
具制造商多数能直接提供相应的模具。通
过一个很大的模具模型制造商及材料生产
商的协作网，人们可以在项目进行中通过
KraussMaﬀei 的一个核心联系人来解决问
题。这种紧密的合作使人们可以实施转化
具有稳定加工过程的生产解决方案。

在纯净室条件下的
紧凑的自动化设计
一个具体的实例是生产一种具有开槽
的微膜（注射重量 0.0375 克），它被用
在比如药品玻璃瓶的封口中（题图）。在
此生产中有客户方面要求的限制条件：
• 按照 DIN EN ISO 14644–1 标准的 ISO
7 纯净室；
• 具有最小占用空间及集成自动化的自给
自足电池；
• 最大 30 秒的周期时间；
• 8 穴模具应用；
• 膜的限定切槽以保证工件功能；
• 生产单元内进行包装；
• 完整记录生产过程。
如上所述，为了能够满足客户所要求
的纯净室等级，所有的组件都要做相应的
选择。在自动化设备及注塑机的外罩上安
装了比如层流模块，它持续不断地为合型
单元输送贫颗粒的空气流。
在全自动化的且适合纯净室条件的

加工单元（图 1）中注重了节省空间的运
动机理，它是围绕 PX 系列全电动注塑机
而设计的。这个自动化单元的占地面积仅
为大约 1000 x 1800 毫米，其主要组成部
件中包括一个适用于纯净室的 Kuka KR
Agilus CR 型的工业机器人，得益于粉末
涂层及特殊密封，它适用于 ISO 2 级（按
照 DIN EN ISO 14644–1 标准），是为高
要求的应用而设计的。此外，该设备的一
部分是一个装袋系统，带有相适合的传送
带、好工件分拣设备及通过照相机查询的
集成式工件检测设备。
客户方面最尖刻的要求是一个带有相
适合的型穴间隔的模具以及微型工件（直
径 7.5 毫米，厚 0.35 毫米）的受控制的
取件。一个底面为 230 x 240 毫米的卡爪
必须能够在模具中对中、对工件按规定切
槽并紧接着精确地将工件从模具中剥离出
来（图 2）。而且所有夹持功能按顺序排列。
薄膜取出后再切槽是达不到目标的，因为
软硅胶不能被足够精确地再定位，而切槽
位置的错误会影响薄膜的功能。
因此，用于开槽的卡爪通过三个对中
器精确且可重复地在模具上定位。紧接着
8 个精练钢小刀片（长 30 毫米，宽 5 毫米，
厚 0.3 毫米）以规定的冲程驶出并刺透薄
膜。所有 8 个刀片的位置及刺入深度都可
以做个别调整。用这些刀片就可以在薄膜
还处于模具中时就开槽。

用于薄膜开槽及
工件取出的组合卡爪
用于医药产品的玻璃瓶盖的 LSR 薄
膜的注塑及开槽对精确度提出了极高
的要求。© KraussMaﬀ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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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的自动化机器，自身带有层
流箱、包装站及用于工件检测的
照相机。© KraussMaﬀei

在每一个薄膜中的开槽只有 3 毫米
长。紧接着 8 个气动的平行卡爪通过剥离
仅有 0.3 毫米厚的薄膜边缘将这些纤细的
工件脱模。在开发卡爪时需要考虑高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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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功能

我们不仅仅
是温控器！

久经考验和信任的温控器
• 支持TC盒子 – 使从模具到温控器端的感温线电缆
数量减少高达50%
• 集成的设置向导让设置过程更简便
• 为工业4.0做好准备 - 完全支持OPC 40082-2 /
EUROMAP 82.2，可与MES连接并交换参数
优势
温控精度达到0.1度
Mold check功能，能全面检测线路存在隐患，减少不必要的停机时间
无需额外的设备就能检测出热流道漏胶，且漏胶量达到3克时就能检出

模斯堡模具工业（无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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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风电园风能路71-2-2号厂房 214174
T +86 510 85217812 | F +86 510852 26921
sales@meusburger.cn | www.meusburg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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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及卡爪组成元件的热延伸。因此，卡
爪上的传感器和电气元件是为模具温度达
170 至 180 摄氏度的情况而设置的。哪怕
是微小的模具温度变化也会影响到各型穴
的间距。那么，要么是微膜不能被无损伤
地抓取，要么微膜上的开槽就不再处在预
定的位置上。因此，整个卡爪通过一个特
殊的方案使其所有的接触产品的及运动的
组件都可以做微调节。
取件后，机器人就会将卡爪行驶到一
个照相系统前，以便对工件的完整性进行
检测。为了在这个非常薄且透明的工件上
实现更好的对比度，并由此能够过程可靠
地辨认微膜，卡爪的底面被做成黑色的。
紧接着卡爪将微膜送到包装机上，生产的
微型工件将在这个机器上被装袋。通过机
器的控制系统为每一个周期生成一个二维
码（图 3）并印在相应的包装袋上，以便
能单独跟踪产品特定的过程数据。就质量
保证而言，客户还可以借助任意的终端仪
器调取相关的产品数据。最后，包装好的
产品通过传送带被送出纯净室单元并准备
好继续转发。

使用 APC plus 时停机十分钟后
再启动的曲线变化。这里表述的
是黏度指数、射入体积及通过
APC plus 调整的切换点。射入
体积几乎保持不变。图片来源：
KraussMaﬀei; Graﬁk: © Hanser
件，以便机器认识一个理想工件作为正面
参照物。在此也将检测现有材料的黏度并
储存到机器控制系统中。现在 APC plus
就启动了。自适应的过程控制功能在注射
步骤期间就会计算偏离参照值的材料黏度
并调整该注射注塑过程的切换点。这样，
尽管过程中有波动，仍然能够射入与参照
值相同的体积。
由此，无论是通过温度波动、颜色添
加的改变还是更换材料而引起的黏度变化，
这些都无关紧要了。APC plus 功能相应地
对所计算的射入材料体积的黏度指数做出
反应，与此同时还考虑 LSR 的比压缩。

三级过程监视

借助状态相关的
过程控制的可靠重启

恰恰是在这些具有苛刻生产要求的敏
感产品上，一个稳定的加工过程就显得特
别重要。构想起草生产单元就已经设置了
第一步。通过运用智能化的机器功能可以
将生产过程继续优化。对加工过程的监视
将以三个等级进行：
• 对周期值的误差监视（实际值日志）；
• 注塑过程的主动适应（APC plus）；
• 高分辨率曲线的评估。
在此，像塑化时间或者最大质量压力
等周期值的误差监视是许多加工商都使用
的过程分析的工具。对这些数据的评估只有
在工件生产出来后才能进行。在这里就只能
分析生产的是次品还是好工件。也就是说，
借助误差监视只能对结果进行评判，而不能
影响注塑过程本身——而在比如由于更换
材料发生材料黏度波动时，或者对破坏性因
素进行平衡时，过程中控制是非常必要的。
由 KraussMaﬀei 公司开发的智能型
机器功能 APC plus（自适应过程控制）
使注塑过程在注射步骤期间就能够做出适
应调整。首先必须生产出一个或多个好工

与误差监视相似，为 APC plus 确定
相应的边界值在医疗产品的生产中尤为必
要。以此就保证了当黏度指数出现较大变
化并导致切换点值超出公差时，会产生一
个报废信号或者中断生产。对射入材料体
积的调控保证了工件总是具有相同的重量。
APC plus 不仅在生产进行中显示其
优势，在停机后的生产再启动时也一样。
对生产薄膜进行的系列试验展示，生产哪
怕停机十分钟就会对材料黏度产生影响。
而这个时间区间至少需要一名调试员，以
便对注塑模具进行清洗，而多数情况下
每一个生产班次都会至少做一次这样的工
作。具有恒定切换点的生产在停机十分钟
后再启动时，材料黏度会提高达 25%，
在试验中显示这会导致射入体积缩小约
20%。由此引发的材料黏度的波动会对射
入体积和射入重量产生影响（图 4）。
缩减的射入体积会导致工件在某些点
上填充不足，进而使卡爪在抓取 0.35 毫米
厚的薄膜边缘时不能正确抓取。黏度波动
由此会在启动期间引发不预期的生产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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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指数的变化情况及由此产生
的射入体积，这里表述的是采用
固定切换点生产时停机十分钟后
再启动的情况。升高的黏度导致
了较低的射入体积。图片来源：
KraussMaﬀei; Graﬁk: © Hanser
这样调试人员就不得不人工将工件从模具
中取出来。而这反过来又会使模具打开的时
间更长，要得到一个稳定的周期就更困难；
而且操作人员与机器捆绑的时间就更长。
与上述情况不同，采用了激活状态相
关过程控制功能的切换点与黏度指数关系
的试验显示，射入体积可以调整到几乎保
持不变。黏度曲线可以增高达 13%（图
5）。由此射入重量几乎保持了总是一致的，
那么通过卡爪的自动化取件从一开始就可
行。这就使机器对人工的需求保持在一个
较低的水平，关系到纯净室环境时，对机
器做必要处理的情况就会缩减到最小。
所有的生产参数——也包括由此而必
要的采用 APC plus 的过程调节——都会
以高分辨率储存下来并供细节化的数据记
录备案及分析使用。这样，客户就能够对
过程参数进行定义和监控；而这就使人们
能够确认干扰值并对工件进行进一步优化。

结论
像 APC plus 这样的智能化机器功能
恰恰为加工 LSR 提供了优势，因为，材
料黏度的波动会在规定的公差范围内自动
得到补偿，由此而保证了恒定的注射重量。
这一点在这个实例中尤为重要，因为药瓶
盖的机械性卡爪取件是在纤细的薄膜上进
行的。因此，APC plus 不仅在生产进行
中也在生产启动时被运用并展示优势。不
可忽略的还有，所有生产参数的高分辨率
记录保证了全面的备案及数据分析。就透
明化的生产而言，可以使用如所描述的二
维码标识或者其它数字化手段等多样化的
解决方案，以便将工件的生产设置得更加
透明并因此更高效。在此，KraussMaﬀei
公司作为有能力的模块式生产解决方案的
提供商做出其贡献。
www.kraussmaﬀ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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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运行着的加工中进行维护
移液器吸头：Männer 公司展示了带有可更换集群的模具
它们是精密的同时又大量使用的产品，全世界的实验室每天都在使用它：移液器吸
头有着挑战性很强的壁厚 / 长度比，它的内部几何形状决定着分析结果，而且它的
尖端开口只有十分之几个毫米大。在新冠疫情中它的需求量非常大。模型制作及热
流道专业企业 Männer 公司为此开发了一个采用新型集群方案的模具。
移液器吸头在实验室分析中被用来

开发了一个模具方案（图 2），它满足高

穴网之间的偏差越小，热流道的平衡就越

吸取精确定量的液体并将其置入测试容器

技术要求，同时还聚焦于高度的可用性。

好，并且零件几何形状就越精准——这对

中。在此，它的液体吸入量将通过移液管

为了在 24/7 生产运行中几乎完全避免停

客户来说很重要，因为这就可以避免吸入

中的液位高度来确定，为此通常是用一个

机时间，该模具拥有多个集群，每个集群

量过多或过少。

标记来显示。每一次吸入的液体过多或过

含八个型穴，它们可以被取出并更换（图

少都会影响分析。这就意味着，吸头的几

3）。每个集群都包括一个喷嘴头以及一

何形状必须做得高度精确，以便最终得到

个单独加热的喷嘴头的自有电源。以这样

的测试结果是可信的（图 1）。

的方式，当生产运行中出现异常情况时，

目前，全世界都在扩充移液器吸头的

就可以直接在机器上进行模具维修。为此，

加工能力，以便能够应对在这一领域的

这个集群将通过一个储备的集群替代，而

巨大需求。不过，这就需要完整的加工

生产则继续进行。

设备，它们的投资额会上百万——而且

该模具方案考虑了与市场上已有的移

它必须靠只有几个欧分的产品价格来收

液器吸头系统的兼容性，这样它就可以集

回。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具有始终如一

成于已有的生产设备中。在此，显著的优

高产出量的模具。

势来自 Männer 公司的热流道能力——比

自给自足的模具集群，
每个集群含八个型穴
Männer 公司专门为加工移液器吸头

如像出色的平衡。这些优点在启动行为及
所谓的短射测试中得以显示。所有的型穴
在三个周期中每一个填充至 85%，然后
将对浇道组的重量进行比较。型穴网与型

精确的成型件几何形状
是无差错分析结果的基础
对移液器吸头的尺寸精度起决定作用
的还有型芯在型腔中的居中。当壁厚仅有
0.25 到 0.3 毫米时，首先所有方向上都
没有多少富裕地方，其次型芯的偏移将影
响内部几何形状并因此影响移液管的吸入
量。最坏的情况下这甚至会导致错误的分
析结果。
对于保持狭窄的公差而言，型穴的
均匀填充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连接是从侧
面进行的，就有可能——比如当快速注射
时——发生轻薄的型芯会轻微地躲开材料
流，也就是说它在型腔中不完全居中了。
温度平衡系统以及在 Männer 公司的热流
道技术中使用的单独调节的喷嘴尖保证了
最佳的平衡，并由此保证了受控制的型穴
填充或者对振颤的更好的控制。
在整个热流道中对温度的精确控制是
应对开放式系统中一个普遍现象的解决方
案，即所谓的流口水现象，也就是开模时
熔体反流入型腔中。通过精确设置流动横
截面及几何形状，再结合 Männer 公司使
用的温度控制系统，这种流口水现象与热
流道中的退化塑料一样都成为了过去时。
额外受到关注的还有极薄的型芯尖

处于 Männer 公司在 Bahlingen 的技术中心里：运行中的用于生产移液
器吸头的注塑模具。设备的自动化目前还在建设中。© Mä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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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当移液器的吸管开口大小只允许有
0.35 毫米时，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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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移液器吸头的 64 穴模具。模具方案还考虑
了与市场上其它系统的兼容性，这样它也能集成
于已有的生产设备中。© Männer

可更换的型芯：可加工八个移液器吸头的模具集群，
带有可单独加热喷嘴头的自有电源。© Männer

的进入，那么这就意味着，型芯的纤细尖

为过长的留置时间而发生热损伤，这会总

译者备注：由于该方框不翻译，所以这个

头相应地必须插入一个只有大约 0.36 毫

体地影响工件质量并使其变得不可预测。

括号说明可以不出现在译文中。）的开放

米内径的套管中——而且是以极高的速

然而在面前的这个 Männer 公司的模具上

式系统、传感器技术及调控技术等方面的

度，因为众所周知大宗商品的生产需要快

却没有发现任何炭黑沉积。

know how 运用到他们的项目中。

速的周期时间（在此：不算取件时间为 5

对 于 模 具 的 监 视， 他 们 使 用 了

为了扩大在诊断技术领域的努力，

秒）。为了在小接触直径时避免损坏尖端， moldMind II，即“数字化的注塑模型驾

Männer 公司目前又投资了额外的加工设

Männer 公司为对应套管的构造找到了一

驶舱”。这个由 Männer 公司开发的模具

备。处于核心位置的是型芯的生产，而且

个自己的技术解决方案。

记忆力功能能够实时储存并在模型的整个

是直径非常小的型芯。同时，这家模具制

寿命期间记住这些不可变的相关过程数

造专业企业还通过与注塑机制造商、自动

据。除了记录周期数和周期时间、温度变

化专业企业和外围设备提供商的合作在生

化、内压或者关键事件外，它还确定维修

产基地拥有一套完整的加工设备（题图），

间隔以及记录已执行的维修。

以便能够对移液器吸头模具的取件和自动

数字化的模具记忆力
移液器吸头在实验室中是借助人工器
具，当然也借助全自动化的移液设备加以
使用的。后者除其它之外还要求使用具有
传导性的移液器吸头（图 4），因为只有
这样才能够知道吸入液体的液位，而且它

为高度的过程可靠性
而确定的质量标准

化进行优化并取得相应的质量资格。
注塑解决方案协作网的国际化方向使
人们甚至可以做到，比如在中国加工的模

还只允许微微地潜入液体中——这种做法

医疗技术市场是国际化的商业运

具在欧洲获得质量认可并在之后装到在美

在体积特别小时可以减少被污染的风险。

作——正如新冠疫情期间所显示的那样。

国的机器上。协作网团组的要求是，通过

在这个应用中使用的材料类型由常见的聚

这里将证明合作及全球供货能力。作为

定义的质量标准给大多数同样也在全球范

丙烯以及一部分所谓的可导电炭黑组成。

Barnes 注塑解决方案国际协作网的成员，

围内经营的客户提供高度的过程可靠性。

这里的挑战在于如何合理地设置热流道，

Männer 公司——该企业其实是作为针形

以便这些添加成分不会导致结块，特别是

封闭喷嘴的专家而知名——的开发团队

借助摄像头隐秘地进行校模

在弯道和流动路径上。这种材料原本会因

就能够将来自协作伙伴（见右侧信息方框

注塑解决方案协作网团组在中国、德
国和美国的四个资格认证点都有高性能的
机器群和可靠的工艺技术人员供使用，以
便为实际的生产启动创造前提条件。根据
愿望还可以为自有设备的隐秘权确保一个
封闭的范围。有了“SAT-Ready”（准备
好了现场验收测试）质量认证，即一个最
佳过程参数的完整文档，模具就为转运做
好了准备。在旅行受限制的期间，客户可
以借助一个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在线进行校
模。这种整体的且全球性的处理方式的目
的是，不仅能供货模具，而且还能提供高

PP 材质的移液器吸头。其壁
厚为 0.3 毫米，吸头开口直径
为 0.35 毫米。© Mä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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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化移液设备用的移液器吸
头采用的是可导电的 PP 材料，以
便能辨认液位。© Männer

性能的生产系统，借助这些客户就能够在
充满挑战的市场上取得成功。
www.maenner-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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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产停下来时
系统性的错误分析是供给安全及患者安全的关键
医疗卫生系统的医疗产品供给对系统是重要的。新冠疫情及其对全球医疗卫生系统的影响使
人们看到了不中断的生产及顺畅的供应链的重要性。为了将生产停滞降低到最小程度，在生
产发生问题或者市场出现投诉时进行系统性错误分析就因此具有了核心的意义。
医疗技术工业属于系统重要性工业并
且是我们医疗健康需求的供应商。正常运
行的且不间断的医疗产品的生产有多重要，
在疫情期间就突出地显现出来。除此之
外，这种连续性对于医疗技术产品的生产
企业来说也具有生存的重要意义。尽管如
此，特定的情况仍然会导致生产必须停下
来——当患者的安全看起来受到威胁时。
在医疗产品上出现损坏的情况就属于
这种（导致停产的）情况，比如发生投诉、

红外光谱法是损伤分析中最普遍使用的塑料检验方法之一。© Bruker

官方发布报告或者还有内部质量监控等。

平行进行的，不过不应该互相影响。生产

要资源。紧接着需要任命一位负责人——

发生损伤案例时对于企业内的参与者来说

线的停产以及换成第二个供货商或者换到

即“项目经理”。为了保持客观性，这个

总是很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寻找原因的过

另一个替代生产线上，这些是保证供给安

负责人的角色理想的情况下应该由一名中

程常常是非常麻烦的，并且通常处于巨大

全的立即措施和进一步的平行动作。

立的人士扮演，比如一名不直接涉及此事

的时间压力下。非常不幸的是，对损伤情

这篇文章介绍了如何在六个步骤中成

的员工或者一名外部服务商人员。团队其

况的系统性的且记录备案的错误分析因此

功地完成损伤分析以及在排错过程中需要

他人员的组成应该仅包括那些能够对完成

常常就退居幕后了。然而，患者风险的最

注意什么（图 1）。

排错过程起作用的员工。如果是一个供应

小化只有在对医疗产品持续不断地寻找原
因及排除故障中才能得到保证。所以，系

步骤 1：组成正确的团队

商的组成部件发生了损坏情况，那么就应
该尽早地将该供应商纳入项目。团队中最

统性的错误分析与详细阐述的产品风险分

当发生一个损伤情况时，最好把它列

重要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开放的且客观的沟

析（表述的是风险管理的核心文件）具有

为一个小项目。应确保其高优先级别，因

通。错误分析与人员失误相关的情况并不

同样重要的意义。这两个分析过程通常是

为这个任务将被插队到日常业务中，这需

少见。指责或者未经证实的猜测对排错是
无益的，因为由此会浪费许多时间。

步骤 2：全面地描述错误
对错误情况的描述是项目中最重要的
阶段，因为这里将收集事实并为进行错误
分析铺设基石。对受损的产品及观察到的
损伤应该尽可能好地做出确定。
举例：一家客户抱怨医用软管发黄
（图 2）。在这个事例中的建议是，确
定同批产品中的未受影响的软管——比

构建损伤分析的六个步骤。来源：
Polyneers；图片：©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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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的错误情况是聚氨酯
医用软管发黄。© Polyneers

如从同一产品范围中或者从其它挤出线
中。从调查中应该找出，错误第一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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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 200˚C 氧气气氛中的等温 DSC 热谱图，用以测
量具有不同稳定剂含量的不同聚乙烯样品的 OIT（氧化诱
导时间），根据 [3] 重新处理的数据。
左图：聚丙烯的红外光谱在各个不同自然老化阶段的比
较。来源：Polyneers；图片：© Hanser

什么时候出现的。错误出现的经常性以

行为有哪些影响（图 3 和 4）。

错误原因并可能成功地复制。这时候人

及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可能也会扮演一个

在机械性检测范围内，比如可以使用

们就可以根据现有的原因分析状况去制

角色。在这里，通常情况下须要对生产

显微压痕法给出工件上局部分辨材料行为

定出有效的排除错误的措施。一项措施

数据和市场数据做耗费时间的处理。尽

的深度观察。为了从塑料分析中获得最大

只有在能持续起作用时它才是有意义的。

可能多地收集更多的数据和样品会很有

的增值，建议将外部实验室或者专家纳入

基于这个原因，在结束项目前需要对措

帮助，比如质量保证日志、照片文件、

项目团队。

施的有效性进行检验。若干措施的实施，

来自现场或者保留样品中的带缺陷的产

除了对损伤工件进行检验外，对好工

比如换一家供货商、更换材料或者对加

品。如果掌握不到准确的数据，那么这

件的观察作为参考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

工过程做调整等，都要求对产品以及生

时候就要去生成事实，比如借助相适合

这样，才能够对偏移事先确定的质量水平

产过程做重新验证 / 重新认证。任何导

的塑料分析。

之偏差做出清晰的量化。

入的措施都必须在变更管理流程的框架

步骤 3：确定正确的测试
策略并转化实施

步骤 4：通过系统性地
检验所有假设来寻找原因

在医疗技术领域中，多数塑料加工商

现在进入了寻找错误原因的损伤分

和经销商已经在其运营过程中就定期使用

析中最紧张的阶段。最晚到这个时间点，

最常见的方法对塑料进行特征表述，比如

在之前阶段中所做的对错误情况的详细

红外光谱法 (IR)、动态扫描量热法 (DSC)、 的细节描述工作现在该得到回报了。如
硬度测量法或者熔体流动速率法 (MFR)

果涉及的是已知的（或者近似的）错误

等。这些方法基于其简单的操作有理由得

情况，就可以使用企业的经验值以确定

到应用。当使用正确并做出正确解释时，

可能的原因假设。如果是没遇到过的错

这些方法中的某些方法能够为人们提供比

误情况，则改用从收集的事实中的区别

通常归因于它们的认知明显多很多的认

特征来导出问题所在。

知。举例：红外光谱法的主要应用是用来

举例：一个被投诉的产品只来源于多

对送来的塑料进货进行身份验证。在验证

条生产线中的一条上。那么所有只涉及其

时将通过一个背后储存的算法进行比较，

它条生产线的假设就都可以排除在外了。

内符合 MDR 标准地加以实施并记录在
产品风险分析中。

步骤 6：结束工作并备案
错误及原因分析应当记录备案。通过
一个详细的细节文档，不仅可以向客户或
者相关机构证明问题已经排除，而且这样
的项目还为企业带来了增值。从中所获取
的认证可以帮助企业（其它部门、领域或
生产线）在将来或者发生相似的损伤情况
时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在此，建议人们做
一个错误记录文件，比如一个企业维基（档
案），各个部门都可以访问这个档案。在
实际的错误及原因寻找过程中，这些文档
可以使基于事实的沟通更容易。

结论

看进货的测量光谱与数据库中的光谱是否

所有没有事实支持的假设都会将“调

一致。不过红外光谱法还可以出色地用来

查”引向错误的方向。对各种假设的系统

医疗技术领域的损伤及原因分析与巨

从材料或者工件中获取化学认知。比如在

性检验是寻找原因的关键。最好的情况下

大的工作量分不开。但它最终服务于患者

聚丙烯上可以借助羰基带（C=O 在 1714

错误可以被复制。对于寻找原因，有着

治疗护理的安全以及医疗技术企业在经济

cm-1 时）测量化学结合氧的占比，并以

有效的工具和程序，比如按照 Kepner &

上的生存。这意味着，这个过程在企业中

此测量氧化程度或者热分解程度。

Tregoe [4] 法进行问题及原因分析。

应该占据最优先的位置。有条不紊的实施

步骤 5：有效措施的制定、
实施和检验

方式以及对确定塑料表征之方法的正确选

在寻找错误中，人们还会考虑“异样”
的定性方法。作为对 DSC 法的补充，可
以实施 DSC-OIT 法（OIT：氧化诱导时间）。
以此就可以调查稳定剂含量对塑料的氧化

10

生产商们在这个阶段中可能会找到

择是成功地完成项目的一个重要因素，有
时候还需要纳入实验室及合作伙伴。
www.polyneer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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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 :

一次性交付
完美的模具.

仿真

优化

使用如下软件进行分析
Sigmasoft®、 Moldex3D,
和 Autodesk
Moldflow Insight

®

产品设计、模具设计和
工艺确立所有环节的深入优化

评估

顾问

材料选型、模内传感器安放
现有工艺，多维度评估

工艺监测及控制、研发改善
现场培训及实际操作，全部涵盖

Kunststoff 中国 2022.6

zh.rjginc.com/t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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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
用于快速分析危险细菌的救生碟的高技术加工
RKT 公司自 45 年来就为医疗技术及工业领域生产塑料产品。在其高挑战性的产品
光谱中的一个航标性项目是一个用于快速分析医院病菌多重耐药性的碟。
作为一家所谓的一站式系统服务商，
来 自 Roding 的 RKT Rodinger KunststoﬀTechnik GmbH 公 司（Alfmeier Präzision
SE 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始终沿整个价值链
与客户站在一起。从开发和设计到模具制
造、注塑加工及精加工直至质量检验、组
装和无污染地包装——所有步骤都由他们
一站式提供。在此，企业不仅利用 Arburg
GmbH + Co KG 公司的注塑技术，而且还
利用他们在应用技术上的 know how。
一个现有的同时也是出色的医疗技
术方面的举例是所谓的碟子，它是 RKT
公 司 为 初 创 企 业 Spindiag 公 司（ 来 自
Breisgau 地区弗莱堡市）完整生产的。
采用这个产品将来就可以借助拭子分析在

一台六轴机器人从处于保护气氛中的模具中取出注塑件并将它们
送入纯净室进行后续加工。所有图 © Medienproduktion Holzer

最多三十分钟内确定一名患者是否感染了

装备了一个净化空气罩、一个空气层流系

袋中，并在纯净室之外进行二次包装并准

多重耐药性医院病菌。与如今必须在实验

统和一个 RKT 公司的带芯的单热流道主

备好发货。

室内进行繁琐的分析不同，这个碟子可以

模具。注塑件被一个六轴机械手从模具中

立即做出反应。以此就可以快速决定是否

取出并送入一个带有锁定系统和访问控制

接收患者，这可能会关系到患者的生命。

的小一点的纯净室，这个小纯净室存在于

按 照 销 售 及 项 目 负 责 人 Andreas

因此，对该工件及质量保证的要求就

ISO-8 级等效纯净室之中。它满足 DIN EN

Persch 的说法，这个充满挑战的工作程

自有的过程开发部门

相应地非常高。Spindiag 碟上有凹槽和

ISO 14644–1 标准的纯净等级 7 级的要求， 序本身被证明对客户而言是最经济的。
“我

凸轮廓，以便收取必要的实验室化学品。

除此之外还必须无污染，无外源 DNA 的

们基本上是按照客户的愿望制造我们整个

这种复杂的几何形状是 RKT 公司的特长。

介入（无分析物）。工件在这样的环境中

的生产设备”，Persch 继续说。为此，

“在这个产品上有着微米范围的微流体

被送入一个 Bagmatic 公司的管袋系统，

RKT 公司建立了一个自己的过程开发部

通道”，RKT 公司业务发展经理 Dieter

产品在这个系统中被双层包装（袋中袋）。

门。 与 Arburg 公 司 的 合 作 自 RKT 公 司

Pfeiﬂe 博士强调说。“加工使用的是与医

为进行后续加工，它们将被送往另外

于 1974 年成立起就开始了。所有来自这

疗技术相关的塑料 COP 和 COC，它们

一个 ISO-7 级纯净室，该纯净室同样处于

家位于 Loßburg 的制造商的机器都配备

作为惰性材料在保护气体气氛下具有高透

ISO-8 等效的大纯净室中。在那里一名工

了线性及六轴机器人，它们能够干净利落

光值，以防止氧化。”

人将碟子从包装袋中取出并送入一条生产

地将注塑件从型穴中取出。部分机器集成

线。现在，由一台机器人将工件送往单个

于一个白屋子（ISO-8 等效）中，或者在

的工作站，诸如一台微量移液装置、一个

ISO-7 纯 净 室 中 工 作。Andreas Persch

在新产品的启动阶段，这个碟子是

烘干箱和一个热粘合站，在这些工作站中

强调说：“这样的紧密联系保证了可靠的

在一台合型力为 1000 千牛的电动注塑机

将吸取化学物质、烘干，然后碟子将气密

服务及称职的技术咨询。这样我们就能够

Allrounder 470 A 上制造的，该注塑机与一

性地与一个塑料薄膜贴在一起。之后这个

共同实现新的创意。”

个与 ISO-8 级等效的纯净室连接。机器上

碟子被扣上一个盖并一起被焊封在一个铝

www.arburg.com

微米范围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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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拉工件的精确配合固定
用以把持塑料工件的干燥的爪式真空泵
粘接一个深拉工件要求有非常高的精确度。Busch
公司的真空专家为生产医疗技术领域用的机壳使
用了一种不用润滑剂的爪式真空泵。这个靠频率控
制的系统可根据相关的要求调整它的功率。
Ernst Hombach GmbH & Co. KG 公司的业务目录中包括
完整的外罩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用于医疗技术设备的。为了
在粘接时把持住这个塑料工件，塑料专家们使用了一台 Busch
Vacuum Solutions 公司制造的移动式 Mink MV 爪式真空泵。
这个新系统的优点是
• 在夹持装置中精确固定，
• 通过频率控制的适应需求的功率，
• 可灵活地夹持一到三个工件，
• 由于 不 使 用 润 滑 剂 而 较 少 的 维 护 工 作 量 ，
• 通过移动式而能够灵活使用。
Hombach 公司在其弗兰肯地区的 Uehlfeld 基地拥有 130
名员工，加工的塑料产品从高价值的单件到预加工的成批工件
组，它们被用于医疗技术领域、轨道交通车辆及许多其它领域。
公司早在 1947 年就由 Ernst Hombach 创建了。

在一个工作步骤中进行真空深拉空心体
公 司 最 初 成 立 的 年 代 只 制 造 灯 罩， 于 1960 年 代 Ernst
Hombach 开始掌握真空深拉，并以密室双板成型技术的开发给
这种工艺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采用这种工艺就可以同时将两
个热塑性板在上、下两个模型中进行深拉，由此就能够在一道
工序中生产出空心体。如今人们采用这种双板技术生产医疗技
术领域中用的机器和仪器的外罩，比如磁共振成像设备的机壳
（题图）。Hombach 公司能够为其客户提供从造型、设计和原
型制造到深拉、后续加工直至预组装和精整等服务，实际上就
是一个产品从构想到系列加工的所有步骤。因此，执行合伙人
Timo Tobolla 把自己视为其客户的系统提供商。

新泵分别服务于三个把持装置
单个深拉件的粘接是在一间适用的生产车间内进行的。在
此，单一的塑料件在真空下被固定在一个把持装置中，并通过
粘接与其它组成部件结合在一起。由于这种粘接的高精度要求，
对工件可靠且精准的固定就是不可或缺的。过去人们为此使用
了一台油润滑真空泵，它放在一个托板上被安排在相应的工作
位置上，而且在它上面最多同时只能连接两个把持装置。这个
解决方案的缺点是，这个系统灵活性较低。另外，这台真空泵

Kunststoff 中国 2022.6

磁共振成像机 (MRT) 的机壳件是在
Hombach 公司采用双板工艺深拉加工的，
并紧接着加工成完成的组件。© Hombach
始终满转运行，并因此总是导致不必要的高功耗。而且这台真
空泵声音比较大，直接在工位上运行时很烦人。
在与 Busch Vacuum Solutions 公司的一位真空专家沟通
后，他们提出了一个精准匹配这些需求的解决方案。这里涉及
的是一台 Mink MV 爪式真空泵。这台真空泵不需要油作为运行
介质。因此，它几乎不需要维护：不需要换油，不需要换过滤网，
没有磨损件。

频率控制保持规定的真空度
真空泵标配了一个频率控制器。也就是说，它能够编程，
使把持工件所必需的真空度得以保持。
这套智能化的系统因此就能够调整它的功率以适合相关的
要求。比如当一个夹持装置达到了它需要的真空度，真空泵就
会降低转数直至停止不动。如果要加入第二个夹持装置，通过
真空容器中的存量在那里马上就能产生真空。如果真空容器的
压力上升超过编程规定的水平，真空泵就会自动地开始再次通
过转数来降低这个压力并保持。Mink MV 爪式真空泵与真空容
器一起组装成一个结构紧凑的可行驶的单元（图 1），它可以
很轻松地被推到相关的工位处。
Timo Tobolla 认为这个解决方案的优点主要是，采用 Mink
MV 泵可少消耗很多能源，而且过去只能供给两个，现在却可
供给三个夹持装置的真空需求。此外，之前必须定期做的维护
保养工作现在不用做了，与之相关的成本就节省了。“再有”，
Timo Tobolla 继续说道，“新的真空供给设备的处理大大简化。
而且新真空泵的运行比之前使用的型号声音小得多。”
www.hombach-kunststoﬀtechnik.de
www.buschvacu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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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轻的生物塑料
以可再生长原料为基础的低密度热固性塑料
轻结构可提供减少碳排放的可能性，比如像来自汽车的。在所使用的材料上，
通过使用生物塑料也可以缩减二氧化碳的消耗量。一个生物基热固性材料的开
发显示，生物塑料也可用于 SMC 半成品的生产。
塑料的生态足迹很长时间以来就在

所。“早在项目的早期阶段我们就为 IVW

半成品的候选生物材料”，Ooms 解释说。

公众社会中受到批评。因此，人们越来越

提供了各种半成品供使用，并因此有了一个

选择入围的有各种不同的生物基轻质填充

多地研究生物塑料这样的替代选项，以

好的高效的合作回望。
在目前的研究项目中， 材料和纤维，如葵花子壳粉和芦苇。

便改善碳平衡。Lorenz Kunststoﬀtechnik

我 们 以 我 们 的 know how 及 SMC 材 料 为

GmbH 公 司 从 2018 年 到 2020 年 与

IVW 提供支持，当然还包括后续的工业化

Leibniz 复合材料研究所 (IVW) 一道，在

加工的试验。IVW 研究所负责实验室规模

Kaiserslautern 市致力于研究生产一种低

的前期试验及一般性调查以及开发新的 Bio-

二氧化碳消耗的热固性复合材料的可能

SMC 的配方”，Lorenz Kunststoﬀtechnik 公

性。研究的结果是一个基于可再生长原料

司销售及业务发展总监 Peter Ooms 介绍说。

的轻量化的半成品。基于这里所达到的降

第一步，该企业与 IVW 一道先创建

低的密度，就为这个作为轻结构材料的半

了材料规范。为此他们问卷了 30 家来自

成品开辟了应用可能性，比如在汽车和建

电子技术、汽车制造和工业化加工等领域

筑领域里。除此之外，为了改善生态平衡

的企业。“问卷结果显示，根据所应用的

Lorenz Kunststoﬀtechnik 公 司 还 决 定，

领域对材料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不过几乎

使用区域半径 500 公里内地区的原料来

所有被问卷企业都非常重视生命周期评估

生产这种半成品。

(LCA)， 以便在生产及回收能力上能够反

早在 2015 年，Lorenz Kunststoﬀtechnik

映减少二氧化碳等环境视角。减少对环境

公司就有了生产环保型聚合物的想法。为了

影响的方案之一是在 BMC 和 SMC 半成

把想法转化成事实，该企业就寻找合适的研

品的生产中使用可持续填充材料、纤维和

究合作伙伴，并在 2018 年找到了 IVW 研究

树脂。我们基于这些要求选出了用于生产

作为展示件，加工的是一个后扰流板。该工
件的加工展示，部分生物基的半成品具有非
常好的流动性能。复杂的肋结构的填充也可
以采用常见的加工参数来实现。© I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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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生物填充材料
是合适的？
在项目的下一个阶段中，IVW 研究所
为确定生物基 SMC 的特征及其在实验室
规模中的生产做准备（图 1）。“为此我
们事先用各种不同的轻质填充材料及纤维
做了第一批试验。在这些试验结果的基础
上对所有必要的参数进行了分析和检验，
从中看出哪些材料是特别适合的”，IVW

在 IVW 研究所，人们在一台 SMC 加
工设备上采用含有生物基填充料的填
充的 UP 树脂加工半成品。© IVW

Kunststoff 中国 2022.6

Kunststoff 中国 2022.6

15

轻量化结构 Leichtbaukonstruktion Lightweight Construction

的加工技术领域研究人员 Florian Gortner
博士介绍道。评估出来的数据中包括相关
原料材料的可浸渍性、密度、黏度和可用
性等。特别是葵花子壳、菜籽粕和纤维素
被证明是适用的生物基填充材料。
在对配方有了一个基本了解之后，并
通过这些了解对各个组成成分之间的互相
作用理解之后，在下一个步骤中开发了一
个演示件（题图）。“通过这个挡板形状
的演示件我们就能对材料的流动及充型行
为进行检验并与传统的 SMC 半成品进行对

对于不同的树脂系统将开发合适的配方。这里表述的分配比例
适合用于比如园艺领域。资料来源 : IVW; 图片 : © Hanser

比。在这些结果及压力流变仪测试的基础
上就能够建立一个模拟模型，以便能够描

技术的可制造性及可加工性以及所选择的

合作成功地实施转化了这种热固性塑料

述流动行为并预计进一步模具的几何形状。 机械性能进行了检视。

后，现在我们已经在计划用于其它应用

在这一过程中，Lorenz Kunststoﬀtechnik 公

通过与材料供应商、SMC 专家、供

的其它的优化可能性。我们肯定会在日

司的 SMC 专家提供了特别宝贵的帮助。通

货商以及一个延申的文献调查单位的合作

常工作中得到更多的反馈，以便对配方

过他们的专业知识使我们能够在开发中取

明确了所有的规范后，人们开始了对一个

中特定的元素进行改变，或者为专门的应

得巨大的进展 ”，Gortner 介绍说。接下来

基于常规填充物的 SMC 树脂浆的初步开

用个性化地调整单一的参数 ”，Lorenz

就是对可供使用的 SMC 半成品的可用性进

发。“作为该研究项目的出发点，我们选

Kunststoﬀtechnik 公 司 的 Peter Ooms 介

行调查，并为其它的试验系列建立了一个

择了一种 UP 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以

绍说。就此，该企业及 IVW 研究所承诺

坚实的数据库。为此还对传统设备及过程

及与之相匹配的抗收缩添加剂，以便了解

将进一步优化生物基半成品。

SMC 配方开发的基础。为了增稠树脂，
还额外使用了氧化镁和一种内部脱模剂，

替代不饱和聚酯树脂

以及使用了色浆用以给半成品着色。除此

这样的优化有可能是改变树脂浆的

之外我们还根据问卷结果加入了其它的添

成分或者改变天然纤维的用量。通过这种

加剂，由此使树脂浆能适合不同的应用”， 改变就可以在密度和机械性能方面为每一

该材料的流动及充型行为即便在纤细
的几何形状时也能够与传统的 SMC
半成品可比。作为展示件加工的卡车
内室护板展现了这种可比性。© IVW

得益于所取得的密度降低，这种
生物基 SMC 就能够非常好地作为
轻质材料用于汽车行业，比如车
门护板。© I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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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tner 介绍道。在项目的这个阶段所面

种应用情况设计出最佳的半成品。不饱和

临的挑战是，取得对 SMC 配方中各个组

的聚酯树脂也可以被取代，不仅为保护环

成成分相互作用的基本了解。经过一系列

境，也为了降低涉及聚合物的工作中的

迭代测试后，人们终于能够为不同的树脂

健康风险。因为其含有苯乙烯，液体聚

系统开发大部分为生物基的配方（图 2）， 酯树脂以及在加工时产生的蒸汽会刺激
它们具有相应希望的黏度行为、流动行为

呼吸道、皮肤、眼睛及黏膜，并因此可

和浸渍行为。这些配方在纤维质量含量相

能在人体中除引发植物性障碍外还会对器

同时与市场上销售的配方具有可比性（图

官造成损伤。所以，像在 Braunschweig

3）。这种树脂从长期来看可以以足够的

的 Carolo-Wilhelmina 技术大学这样的研

量及保持不变的质量进行生产，而且其原

究机构正在致力于研究从可再生长的原料

料的生产不会与食品工业形成竞争。

中生产不含苯乙烯的不饱和聚酯树脂。

以这样的方式开发的半成品基于它

“我们研究项目的目标证明，可以在热固

所使用的可再生长原料及其自然的物质性

性塑料半成品中使用生物基成分”，科

能，具有比通常的 SMC 要低的密度。由

学 家 Gortner 总 结 道。“ 得 益 于 Lorenz

此它就适合作为轻结构材料，这也是为什

Kunststoﬀtechnik 公司的支持，我们能够

么 Lorenz Kunststoﬀtechnik 公 司 将 来 在

成功地实施转化这些，并将继续关注来自

工业化加工中要加强对这种新的半成品的

工业化加工的反馈”，他补充道。

使 用（ 图 4）。“ 在 我 们 与 IVW 研 究 所

www.lomix.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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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自适应的纤维复合材料转子叶片
用于加工小型风力发电机上 FKV 部件的增材制造的 FKV 成型模具
小型风力发电机目前在内陆地 由制造商根据相似性规则按比例放大。
得益于现代化模拟技术的
区 运 行 几 乎 无 利 可 图。EAB
内陆地区通向有利可图的 产品高效开发
Gebäudetechnik Luckau GmbH
转速和功率将通过转子叶片的攻角受
小型设备之路
到影响。攻角可通过弯扭耦合 (BTK) 而
公司及 Cottbus-Senftenberg 工
为 了 使 私 人 家 庭 用 的 KWEA 在 被动调整，这样就可以实现低风速下的启
业大学聚合物基轻结构专业作 内 陆 地 区 也 有 利 可 图， 它 就 必 须 是 为
动以及高风载荷下的高输出量。
为伙伴现已修复了这一弱点： 中、 弱 风 地 区 设 计 的。 为 此，EAB
纤维塑料复合材料 (FKV) 具有各向
用 3D 打印成型模具生产出来的 Gebäudetechnik Luckau GmbH 公 司 及 异性，也就是具有定向的材料特性。当纤
被动智能叶片可以适应风况。这 勃兰登堡地区的 Cottbus-Senftenberg 工 维取向在 0˚ 和 90˚ 方向间平偏移时以及
业大学（BTU）聚合物轻结构专业将两个 非对称的层序列时，这种各向异性就会导
是通过它的智能化层结构及其弯
新型的解决方案结合在一起并实施转化： 致变形耦合。比如在一个相应的纤维取向
曲 - 扭曲耦合来实现的。
• 适合中、弱风地区的巧妙优化的几何形
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在不断扩大。与能
源转型相关的成本上升自 2000 年以来可
按比例地通过 EEG 征税（EEG：可再生
能源法）来资助。整个这个征税的大约三
分之一由私人家庭及小企业来负担。这一
点成为了许多个人的主要动机，想利用自
有的小型风力发电机（KWEA）部分供给
自家的消耗。KWEA 通常只有在风速达
到 12 m/s 时才能达到其额定输出，在沿
海地区它是有利可图的。在内陆地区很少
能够达到足够的风速。
在大部分内陆地区空中十米高处，平
均风速低于 5 m/s。在德国，高至这个高

状以及
• 通过攻角对风载荷的被动适应而自主
节流。
他们对适合弱风地区的形状借助一
个 设 计 模 拟 软 件（QBlade v0.96.3， 柏
林 HFI TU）进行了选择和验证。从这个
形状出发设计了一个暂定叶片几何形状并
对其进行了模拟。完整的转子叶片设计是
采 用 一 个 CAD 程 序（Rhinoceros 6.0，
Robert McNeel & Associates，西雅图，
华盛顿 / 美国）实施转化的（图 1）。设
计时也考虑了是否用纤维复合结构的形式
来加工产品。

度的 KWEA 无需申请许可证，但是在这
个地区（的运行）并非有利可图。对功效

上的弯矩不仅会（使工件）产生弯曲变形，
还会产生扭曲（1-3）。
人 们 借 助 有 限 元 法 (FEM) 对 一 个

层结构进行了检测，这个层结构显示了
BTK 并且承受住了负荷。当风力负荷加
大时，这个叶片就会在风中发生扭曲并因
此使转数降低到额定功率上，这样发电设
备就不需要刹车。
主要有两种负荷会作用到转子叶片上 ：
• 基于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和
• 来自风力的压力分布。
在转子上的复杂交错的压力分布事先
是不知道的，因此必须进行计算。

CFD 和 FEM 计算：
风力负荷下的扭转

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转子叶片，但至今它们

接着跟随网络用 Ansys Fluent 3D 和

大部分是为强风和中风地区设计的。然后

Ansys CFD-Post 软 件（Ansys, Inc.， 宾
夕法尼亚州卡诺斯堡 / 美国）进行进一步
的建模、计算及评估（CFD：计算流体动
力学）。作为湍流模型人们选用了多方程
模型 SST k-ω。在使用基于压力的求解
器进行稳态求解方案的计算时，计算的出
发点选择了风速为 20 m/s、旋转速度为

带有轮廓和轮廓肌腱的
转子叶片的设计付诸符合加
工的实施转化。© B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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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叶片上的压力分布和蔡武失效
准则 (TSAIW)。当 TSAIW<1 时不
会出现层压板损伤。© BTU

每分钟 460 转的极端负荷情况。转子叶
片上的压力（图 2）作为计算结果被以相
应的 FEM 数据格式输出。

Kunststoff 中国 2022.6

风速为 20 m/s 时，叶片长度方向上
的扭转角的回归曲线（多项式，6 度）。
资料来源 : BTU; 图片 : © Hanser

用于转子叶片生产的成型模具的开发过程。a）成型模具的 CAD 模型；
b）打印的模具；c）灌注转子叶片的一个半边；d) 两个半壳粘接在
一起后的转子叶片。资料来源 : BTU; 图片 : © Hanser

FEM 模 型 将 采 用 Abaqus（ 达 索 系

行减法式的，并从 2021 年三月起在 BTU

统，Velizy-Villacou-blay/ 法 国） 进 行 分

大学的轻结构及价值链管理研究所 (ILW)

两个模具半型是用混合型加工

解。模型由多个元素组成，它们由约束和

内供使用。增材制造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单 元 Super Discovery（ 制 造 商 CNC

接触条件连接在一起。在第一个计算步骤

以降低 FKV 工件的成型模具的生产时间及

Bárcenas-Bellón S. L., Valdepeñas/ 西班

中，对把叶片固定到轮毂上的螺栓进行预

成本。层层铺入材料与大体积流量（通过

牙）加工完成的。这台两级设备可以直接

张紧，在第二个计算步骤中再加上离心力

直接挤出热塑性塑料粒料）相结合以及后

挤出纤维增强的塑料粒料并在同一台设备

以及由风力引起的压力负荷。

式的制约可重达大约 500 公斤。

面衔接的减材精加工过程使人们可以实现

内紧接着完成铣削加工。通过使用粒状的

利用一个 Python-Skript 文件夹将在

短期的模具制造（直接加工）。这种混合

聚合物（在此为 ABS-CF20）可以实现速

FEM 计算的基础上计算扭转角并与蔡武

式的方法可以以少量的修型来经济地生产

度达 25 kg/h 的高效的材料铺设。而且直

（Tsai-Wu）失效准则一道（4）（图 2）

成型模具，特别是挤出机的高吞吐量带来

接挤出有利于实现接近最终轮廓的材料铺

用 Abaqus CAE 软件逐步评估，直至达

了制造时的材料高效益及短过程时间。

设，所以作为后加工只需要很少量的精加

到最佳的层压板利用率以及大扭转角。对
层结构的评估考虑了高效加工的因素。

FKV 基模具的增材制造

工过程就能达到足够的型腔表面光洁度。
这里可完全省去粗加工过程。

与一个准各向同性的标准 [0/90/±45]

与传统模具制造相比，直接加工方法

这里的技术有别于传统的铣削过程，

布局相比，所开发的具有不对称层结构的

之所以显得突出主要是因为它的人工加工

传统技术采用互相粘在一起的聚氨酯或环

叶片在风力负荷下有明显的扭转（图 3）。 步骤的数量明显减少，除此之外组件物质

氧树脂基块材料，因为它们必须费事地经

为新一代转子叶片的加工技术上的实

量也大大降低，因为在这里大容量的模具

过多次的粗铣并紧接着再多次研磨。参数

施转化，专门开发了一个具有两个部分的

(1700 x 500 x 350 mm) 转化成为薄壁空

选择（表格 1）合适的话，一个高效的、

成型模具（图 4a）。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了

心结构。这个打印的模具重约 30 公斤，

节约材料的、接近轮廓的 3D 打印再结合

一个直接挤压系统，它在一台设备上既可

因此两个人就能挪动它。与此相比，一个

后续的精加工过程，从总体来看节省时间、

以进行加法式的塑料加工过程，也可以进

用铝制造的可比的模具，其重量受结构形

材料效益高，且成本更低（图 4b）。为
了防止成型模具在后续的铣削过程中向上

混合加工过程
阶段 2：减材加工
粒料
喷嘴直径

阶段 2：减材加工
AC004XXAR1
(Sabic)
6 mm

铣削

球头立铣刀 R = 8 mm2 切刀

转数

18 500 转 /min

摆动，在设计中就已经预设了梁。

FKV 转子叶片的加工
纤维复合材料转子叶片将通过用环氧

速度

75 mm/s

铣削速度

10 m/min

树脂灌注玻璃纤维网布和织物来完成加工

层高

2 mm

步进 XY

（图 4c）。粘接 GFK 壳体所需要的匹配

轨迹宽度

8 mm

步进 Z

0.25
4 mm，最终几何形状
在一个铣削步骤中完成

近最终轮廓轨迹数

2

几何偏移

4 mm

精准的定位是在关闭的模具半型中完成的
（图 4d）。新开发的转子叶片的测试预
计在 2021 年五月进行。在测试中，经过
一年所确定的产量数据将与 2020 年记录

模具半型混合加工的过程参数。资料来源 : BTU, CNC Bárcenas-Bellón 的传统制造方法的数据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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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量化结构 Leichtbaukonstruktion Lightweight Construction

大规模的长玻璃纤维加工
MoPaHyb 项目：FDC 轻量化工艺与注塑相结合
轻结构特别是在汽车制造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并且是许
多研究项目的课题。Arburg 公司的纤维直接复合工艺为此提
供了什么样的巨大潜力，在联合项目 MoPaHyb——混合组件
的模块化生产系统——中得到了展现。
塑料为汽车制造中的减重提供了最
好的前提条件。在大型结构件上目前大多
数采用的仍是热固性纤维复合材料。但是
热塑性塑料却具有明显的优点，比如在加
工以及可回收性方面。跑车制造商保时捷
（Porsche）公司向热塑性混合组件方向
迈出了第一步。第一件产品是 918 超级
跑车上的刹车踏板——它里面有一个织垫
增强的热塑性嵌体，它在注塑加工中与踏
板形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方案之后还被延
申到了金属材料的元件上，并且成系列地
用 在 了 992 Cabrios 车 的 A 柱 上。 这 种
混合式增强与金属方案相比使重量下降了
2.7 公斤。

模块式系统的基块
为了也能够在小系列中经济地生产混
合组件，人们就需要模块化的生产系统。
MoPaHyb 项目恰恰就是为此而来的，它
得到了德国联邦教育及科研署的资助。参
与其中的有（按字母顺序排列）Adient、
Arburg、Dieffenbacher、GK Concept、
Kuka、Porsche、A. Raymond、
Schmalz、Siemens、Trumpf、Vitronic
等公司以及 Fraunhofer ICT 研究所、在
Karlsruher 技术研究院 (KIT) 的 wbk 生产
技术研究所和 VDMA（德国机械及设备
制造联合会）。
项目的目标是：开发一个由不同机
器方案及轻结构技术组成的模块化系统，
以便能够从中快速地配置并实施转化个性
化的且经由 OPC UA 框架联网的设备方
案，用以系列加工热塑性混合组件。一台
试验设备——由合作伙伴共同开发——
将一个专门开发的 4600 型号的 FDC 注
塑 单 元（Arburg 公 司 制 造） 与 一 台 垂
直 工 作 的 36 000 千 牛 合 型 力 的 注 压 机
（Dieﬀenbacher 公司制造）结合在一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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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证明它的加工能力和灵活性，
在其上用碳纤维增强塑料 (CFK) 生产了
两个挑战性很强的产品作为展示件：一个
CFK- 金属混合靠背和一个 CFK 底座。

至今无法做到的工件尺寸
和复杂程度也可实现
靠背（题图）由一个主体组成，它
是用带有玻璃纤维增强有机板的聚酰胺
6 基体做的，它用单向碳纤带进行了局
部加固并紧接着用一种长纤维增强热塑
性塑料在注压过程中进行了后注塑。在
这个过程中还同时在塑料基体中置入了
金属嵌体和螺纹嵌体，它们承担了座椅
的调节和紧固功能。
纤维直接复合 (FDC) 在生产靠背时
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注塑单元（借
助一个中心柱连接件直接与模具对接）
的后面安装了一个切割装置。这个切割
装置将玻璃纤维粗纱切成预定的长度并
在线上将切完的纤维通过一个侧喂料机
引入缸体内。
这个过程是以将金属嵌体置入注压
机的模具中开始的。与此同时一个具有多
层的增强带将在红外线炉中被加热，接着
在一个机器人系统的卡爪中被预变形，然
后同样也置入注压机的模具中并在那里变
成最终形状。在关闭的模具中由 FDC 注
塑单元将长纤维增强的聚酰胺熔体注入其
中，注入的熔体将所有混合元件连接在一
起并形成加强筋。

进入实践
与长纤维粒料相比，FDC 工艺具有
若干优点：工件中的纤维更长并因此具有
更好的机械性能、材料选择更灵活、更高
的材料可用性以及更低的材料成本。得益
于注压与 FDC 工艺的结合，至今无法做

如图中这个靠背，采用注压与
FDC 工艺的结合可以实现至今无
法生产的工件尺寸。© Arburg
到的工件尺寸及复杂程度现在得到了实施
转化。此外它还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即经
济地生产赋予功能性的长纤维增强注塑工
件及用胶带或有机板做的大面积工件。
在 MoPaHyb 项 目（ 见 信 息 框） 成
功结束后不久就显现了这一解决方案
的 潜 力。 在 位 于 Pﬁnztal 市（ 德 国） 的
Fraunhofer ICT 研 究 所 里 的 这 台 试 验 设
备之外，还将在南韩建立第二台这样的设
备。除此之外，这个研究项目的成果被直
接转移到了实践中：Dieﬀenbacher 公司
与 Arburg 公司合作现在也提供带有 FDC
注塑单元的竖式注压机。

MoPaHyb 项目
“多材料结构”在汽车和航空领域中
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轻量化结构应用的解决
方案。不过，目前单一产品的生产批量、
部分衍生化以及设备投资成本却阻碍着经
济性的生产，也因此阻止了这种带有金属
负载元件或紧固件的混合纤维复合材料工
件进入系列生产。在 MoPaHyb 项目中，
来自工业界和研究领域的伙伴们开发了一
个模块化的且可重构的生产线，它可以很
容易地配合宽阔的产品光谱。这里的关键
是一个“即插即用”的架构，它将生产单
元连接在一个基本控制单元内。在这里使
用了统一的通信协议和接口以及状态模
型。在 Fraunhofer ICT 研究所里的参照
设备联结了热塑性胶带铺设、压模塑、长
纤维直接注塑成型等轻量化技术以及金属
供应和质量控制。在此，接合工艺与工件
的造型或变形加工合并在一起。因此，成
型和功能化以及金属元件与纤维复合材料
之间的接合都在一个过程步骤中完成。
www.mopahy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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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及设计 Farbe Und Design Color and Design

高性能领域的颜色
塑料加工企业如何为高性能聚合物找到合适的着色剂
彩色的塑料并不仅仅是营销招数，它还满足高性能工件的重要功能。比如它可以警告危险并
使人们能够快速直接地确认某个元件。不过，这种塑料工件的染色给塑料加工商们带来了一
定的困难。所用的着色剂必须能够长时间在高温下保持稳定，但是同时又不能影响聚合物的
性能。所以，复合制备企业和加工企业在选择着色剂时需要注意几个要点。
因为它们具有更好的机械性能以及

在长时间使用后或者在长时间的持续高工

知识并因此掌握细节知识，而加工商们一

更高的耐化学性和耐热性，高性能塑料

作温度下仍然能够准确地展示与安全相关

般是不轻易接触这些的。此外，加工商们

比标准塑料和工程塑料要满足更高的要

的标志。比如紧急开关上的重要标记不得

主要关注的是他所涉及的工件要求。

求。基于这一特性，在过去的几年里高

褪色。为此就必须使用具有极高的温度稳

不过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与色

性能热塑性塑料的应用领域之范围明显

定性的着色剂，以便工件即便在热负荷下

母料生产商的开放的对话是取得最佳成果

扩大了。比如围绕着电池电器可以找到

也能保持它的颜色和功能。通过选择合适

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只有当提供了关于需

许多这样的实例。由于电动汽车越来越

的着色剂也能够表现出耀眼的色彩，比如

要染色的聚合物或化合物的细节化信息以

重要，而在这些汽车上特别需要具有耐

RAL 1021 油菜黄、RAL 2010 信号橙黄、

及对工件的要求，像 Rowa Masterbatch

高温性的长寿命产品，所以高性能塑料

RAL 3000 火 焰 红、RAL 4006 交 通 紫、

公司这样的色母料生产商才能够开发出量

在这里明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数

RAL 5015 天蓝色和 RAL 6018 黄绿色等。 身定制的色母料。因此，一个保密协议在

字化也要求使用高性能的电子元器件来
完成非常高要求的解决方案。

共同找到合适的色母料

大多数情况下是合作的基本要求。
着色剂的选择需要仔细地考虑各种

许多应用领域都有共性，即一方面所

由于这些，给高性能塑料染色是一个

使用的塑料必须要满足高热负荷的要求，

特殊的挑战。这不仅要求有高度的专业知

聚合物或化合物的加工温度：对于

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色彩的多样性，特别是

识，还需要在色母料生产商与客户之间有

色母料生产商而言，这个是正确选择着色

发亮的颜色。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需要

紧密的充满信任的合作。这些客户即包括

剂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加入的着色剂的

有很好的可区别性，比如像在混合动力车

加工企业，如注塑加工和挤出加工，也包

温度稳定性至少要比加工温度高 10˚C。

和电动车上的高压线缆和连接组件，这些

括复合制备企业。与这两类客户合作的区

此外，着色剂还必须适用于该聚合物。特

一般采用橘色作为标志。而且这些颜色要

别首先在于，复合制备商掌握原本的配方

别是那些在过去几年中才进入市场的聚合

在色彩能力中心里对客户样品进行个性化的检视
并评判其要求的可行性。© Row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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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负责颜色开发的调色师根据注塑的测试
样板对颜色做出评判。© Row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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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并不总是有足够的信息供色母料生产

填充及增强材料、阻燃剂、稳定剂、润滑

商使用。因此就需要色母料生产商做全面

剂等等。在选择着色剂时重要的是，要注

的能力测试。

意在所使用的着色剂与这些添加剂之间不

对终端产品的要求：基本上来说，需要
查询细节化的要求情况。典型的要求包括 ：
• 高耐光性和耐候性

能发生相互作用。
还要注意在加工中部分以低浓度出

色素

颜色指数

硬度
( 莫氏 )

硫化锌

白色颜料 7

3,5

硫化铈

橙色颜料 75 和 78
红 色 颜 料 265 和 4-5
275

现的聚合物的分解产物。配方中的酸性

• 高持续使用温度

成分或者说酸性分解产物能够在某些颜

氧化铁 (III) 红色颜料 101

5-6

• 食 品 接 触 许 可（ 例 如 EU 10/2011、

料中引发硫化氢的产生，比如硫化锌颜

FDA）

料（如白色颜料，P.W. 7）、群青颜料（如

白色颜料 6

5,5-6

• 产品标准（比如汽车制造商的测试及交

蓝色颜料，P.B. 29）和硫化铈颜料（如

二氧化钛
( 锐钛矿 )
二氧化钛
( 金红石 )

白色颜料 6

6-6,5

铬钛黄

棕色颜料 24

6-6,5

机械性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机颜料如

钴蓝色

蓝色颜料 28

7,5-8,5

特别是在汽车制造及装饰领域里，一

酞菁铜颜料（比如绿色或蓝色颜料）具

氧化铬 (III) 绿色颜料 17

个很好的原色与复制色的反射曲线一致性

有很高的分散硬度，可能会导致断裂应

是决定性的。由此就可以避免在不同类型

力、断裂延伸率和冲击强度的明显降低。

的光线（标准光源 D65 = 日光、标准光

尽管在生产中是通过具有很长的加工长

滑石

1

源 F2/F11 = 百货商店光线或者标准光源

度的高效双螺杆挤出机以很高的剪切力

玻璃纤维

5,5

A = 白炽灯光）下发生同色异谱。

将相适合的色母料混入的，仍然不能完

钻石

10

付规范、UL 和 VDE 要求、
建筑业标准等等） 红橙色颜料，P.O. 78）。

注意反射曲线和添加剂

许多化合物中含有功能性添加剂，如

此外，着色剂还可能对终端产品的

全保证所有颜料团聚体总是能够分散。
无机色素则通常比较容易分散，但是却
显示了很高的硬度（表格）。为了定性，

色彩能力中心
Rowa 公 司 将 其 企 业 领 域 粒 状
色母料（Rowa 色母料）、成色塑料
（Romira）、液体颜料（Rowasol）
和精细分散颜料制剂（Rowa Lack）
的咨询作为色彩能力中心 (CCC) 的
工作。该企业的颜色专家们在这里
与客户一道为相关使用领域开发专
门的解决方案。所有产品都可以基
于 公 司 自 有 的 know how 进 行 灵 活
的调整。通过这些，客户就可以准
确地获得对于其生产和应用而言最
好的且一致的颜色。开发的产品可
精确地重复生产。在 CCC 有各种不
同的颜色系统供使用，比如 RAL、
NCS 和 Pantone。通过现代化的数
据沟通，客户在没有视觉模板的情
况下也能够获得颜色设置，这样就
可以快速地采用颜色设置开始生产，
并提供量身定制的颜色浓缩剂或者
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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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比材料

各种无机色素的莫氏硬度。资料
来源 : Rowa Masterbatch

通常会使用莫氏硬度（1）。在玻璃纤维

恰恰是在过去几年里，市场上出现了不

增强的化合物中，所使用的无机色素在

少用于高性能聚合物的新的无机色素和

相同的或更高的莫氏硬度下基于纤维损

热稳定的颜料。它们中的若干着色剂能

伤会对机械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够在加工温度高达 380˚C 的高温下仍然

有机着色剂还是无机着色剂？
这些所阐述的要求会对为工程塑料
和高温聚合物选择着色剂产生明显的限

色彩稳定。含有这些着色剂的色母料在
需要时即便壁厚很薄也能够很好地覆盖。
与此同时，玻璃纤维增强的化合物能够
基本保持其机械性能。

制。所以就需要对市场上提供的着色剂

在许多情况下，给高性能聚合物染色

的能力进行检测并将它们纳入一个颜色

时也必须妥协。这时候就需要决定，在终

配方系统。此外，许多着色剂尽管有着

端产品上，无同色异谱的配色与很好的机

相同的颜色指数，仍然不可以 1 : 1 地互

械性能之中哪一个应该优先。所有这些点

换。对于一个聚合物专用色母料的生产

都说明了仔细且精确的准备的重要性，包

商来说，如果要想能够为市场上提供的

括在加工商或复合制备商与生产商之间的

所有聚合物染色的话，那就要生产几百

细节化的信息交流。Rowa Masterbatch

种着色剂。

公司在这个领域里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

高达380˚C颜色稳定的着色剂

借助其着色剂和添加剂产品的宽阔范围，
为在高性能塑料和工程塑料领域里开发极

此外还不断有新的着色剂加入。对

具挑战性应用的量身定制的配方建立了基

高性能聚合物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

础。该企业为其客户提供高性能聚合物染

开发的产品，如果它们具有非常好的耐

色的全面的咨询（见方框内容）。
高温性以及很高的耐光性和耐候性的话。 www.rowa-masterbatc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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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的气氛增强剂
塑料染色的趋势报告
循环经济、电动汽车以及仍然存在的新冠疫情影响着塑料的色彩选择。从中会得出什么样的色彩
趋势？ Kunststoﬀe（杂志）在着色剂制造商那里进行了问卷调查。此外我们还想知道，更多地
使用回收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制造商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当前供货瓶颈的影响。
色彩趋势常常会跟随当前发生的事
件并受社会发展及需求的影响。因此，
塑料着色剂的制造商们在过去一年里就

Clariant 公司的 Andreas Buder 说。

黑色的额外好处

并以此支持比如像电子元件的热管理。
根据 Kujat 的说法，这些着色剂还在生
产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像激光透射焊
接。比如它可以实现对功能塑料在 NIR

新冠疫情对未来色彩趋势的巨大影响进

此外，热度一直不减的颜色仍然是黑

行了预测。由于疫情还依然存在，他们

色，根据 Buder 的说法随着不断变化的

继续相信，塑料产品的色彩选择仍将受

应用它一直都处于趋势中。BASF Colors

除了黑色，不断增加的对回收料的使

到疫情的影响。不过与之前的年份不同，

& Eﬀects 公司全球塑料技术行业管理主

用也对其它颜色产品产生作用。不仅塑料

疫情趋于结束是现在决定性的影响因

管 Christof Kujat 博士认为，在汽车工业

本身，还包括所使用的着色剂也要尽可能

素。“在经历了面临挑战的艰难的一年

中目前就是这种情况。“在汽车领域里，

经受多次回收循环，而颜色质量不能因此

后，我们认为色彩趋势将反映再次获得

深黑色调仍然有着强烈的需求”，他说道。 受损。“这些所用染料的纯度将成为一个

的 自 由”，Clariant 公 司 塑 料 技 术 营 销

对黑色的不间断的兴趣对于大多数生产商

关键的课题，因为颜色必须要经受住多个

经理 Andreas Buder 介绍说。根据他的

来说与现在有若干炭黑的替代品供使用这

回收和挤出周期。这种一再重复的热周期

说法，浓烈的黄色调因此将特别受到欢

件事有关。黑色塑料经常是用炭黑进行染

会影响染料。所以对于色母料和品牌商品

迎。Grafe Advanced Polymers 公 司 的

色的。不过，炭黑会吸收很大一部分近红

制造商来说，保证使用高纯度的染料是极

颜色和功能色母料产品管理主管 Danny

外光 (NIR)。而许多回收设备上的分拣系

其重要的”，Clariant 公司的 Buder 解释

Ludwig 也证实说。他认为，能够表现出

统是基于 NIR 传感器的，因此不能把用

说。塑料加工企业因此不能只关注当前产

许多人在经历了负担沉重的一年后积极

炭黑染色的塑料分成不同的聚合物类别。

品的染色，还要关注所使用的经过再制备

乐观态度的颜色会流行，比如像黄色和

这给黑色塑料垃圾的回收带来了困难。

的材料。

暖橙色。

作为替代品，许多生产商已经开发了 NIR

此外 Ludwig 还认为，疫情激发了人

兼容的黑色染料。

透明的顶层范围的黑色染色。

在使用塑料回收料时，它们的固有颜
色给染色过程带来了困难。“染色受基材

不吸收 NIR 辐射的染料不仅在回收

自身颜色的限制。自身颜色越浅越均匀，

“新冠危机增强了人们向往自然、可持

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还提供了一个额

材料的使用就越多样化”，Lanxess 公司

续性以及完全有意识地生活的思想。自

外的好处。“在建筑行业里，深灰色及

高性能材料业务部色彩主管 Dirk Schmitz

然的、舒适的色调及暖色将得到更多的

无烟煤色调的趋势从长远看仍在继续，

对此解释说。不过这些优势在许多情况下

需求”，他解释说。这个趋势是上一年

比如深色的窗框。在这里有对功能性染

也反映在了塑料回收料的价格上。浅色的、

趋 势 的 延 续。 早 在 2020 年 着 色 剂 制 造

料作为炭黑替代品的需求，它们可以实

透明的回收料从趋势上讲比那些深色聚合

商们就基于疫情预测，对自然色调的愿

现 深 色 调 同 时 又 不 会 吸 收 NIR 范 围 的

物部分要贵。

望会增强，比如绿色和棕色。这一趋势

辐射，以此就减弱了阳光下的发热”，

此外，回收料至目前为止很难得到一

还由于许多客户对可持续产品持续的高

Kujat 介绍道。据他介绍，与此有关的不

致的质量和颜色。这一点在染色时必须考

度关注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为了从颜

仅是建筑物，还有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 虑进去。“回收料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未

色上表现可持续性和循环经济，绿色色

在这些汽车上，近红外反射的塑料可以

知的成分组合及波动的颜色。所以就需要

调是明显的且具象征性的合适的选择”，

帮助减弱由于阳光照射而产生的升温，

使用具覆盖性的强势的染料才特别有效，

们希望看到那些能够联想到自然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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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保养解决⽅案

EAS

模具状态需要给予特别关注。EAS Change Systems可帮
助检查、维护、预热和储存模具。通过这种⽅式，不仅可
以延⻓模具的使⽤寿命，还可尽可能提⾼⽣产质量。这是
让资⾦发挥最⼤价值的理想选择。
通过将维护良好的模具保持在最佳状态，不仅可以获得模
具本⾝的最佳质量和使⽤寿命，还可以实现最短的停⼯时
间和最安全的周转。EAS提供范围⼴泛的模具护理解决⽅
案，其中检查装置发挥发挥着重要作⽤，尤其是在涉及较
⼤模具时。

检查、清洁和维修

⼿动检测装置可以检测重达3000 kg的模具。其⼯作原理很简单，
即通过⼿动将模具框架旋转90°来分离模具。⼿动检测装置适⽤于
不同的压板尺⼨以及⾼⽀架和低⽀架。
对于⼤型模具，可采⽤液压装置。EAS检测装置可满⾜您的需求：
打开和关闭该装置，旋转模具以⽅便查看，或者甚⾄在其周围构建
⼀个完整的平台以接触顶部。此外，还可通过添加其他选项来进⼀
步提⾼安全性并整合测试功能，这些功能甚⾄可以集成到控制系统
中。检查装置允许⼀名操作员执⾏检查、清洁和维修，⽆需任何进
⼀步协助。

降低成本

使⽤检查装置执⾏模具维护是⼀种明智的选择。模具检测装置不仅
可以降低您的⽣产成本，⽽且还能帮助您更灵活的应对新订单，⽆
需耗费宝贵的⽣产时间来更换模具。
此外，还⼤⼤节省了换模⽅⾯的劳动⼒成本，灵活⽣产减少库存，
从⽽保障您的公司以及员⼯的未来。

⾼回报 模具维护计划涵盖从储存、现场运输到机器装卸的模具
EAS

处理全程。从模具更换台、检查和维护装置到预热和模具旋
转设备，这些⾃动化解决⽅案经过精⼼设计，旨在减少⼈⼯
操作，进⽽提供更安全的⼯作条件，使⼈员和⼯具均可受
益。
EAS可为您提供标准和定制解决⽅案，最⼤程度满⾜您的需
求。检测装置可以配备液压或磁⼒合模系统。可以实现远程
操作和选择增加安全性的额外功能以及其他众多功能。

集成解决⽅案

EAS的多样化解决⽅案不仅能够使模具处于良好状态，⽽且
还可优化换模程序。夹具系统、快速接头系统（如⼿动和⾃
动组合接头系统、顶出接头系统）以及模具运输解决⽅案
（如省时滚柱、换模台或⼿动和电动模具⻋）均有助于实现
注塑成型的智能化。此外，还将有助于延⻓模具使⽤寿命、
保障员⼯安全以及提⾼产能。模具运输和夹具系统的结合可
⼤⼤减少换模时间，从⽽加快⽣产流程。

苏州易爱使快速换模系统有限公司

+86-512-63093091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庞⾦路

号

1188 215200
sales-china@easchangesystems.com
Kunststoff 中国 2022.6

www.EASchange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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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染料又必须满足所用聚合物要
求的温度及工艺稳定性”，BASF 公司的
Christof Kujat 介 绍 说。 此 外 根 据 Grafe

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用染料找平回收料的差距

另外一个塑料工业需要讨论的趋势
是目前的电动汽车。在颜色范围内与此
话题紧密相关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在电

公司 Danny Ludwig 的说法，为了得到所

除 了 自 身 带 有 的 颜 色 外， 回 收 料

动汽车里它已经成为高压元件所具有的

希望的颜色，着色剂的用量也要大。经

还常常会显示出降低的机械性能和加工

颜色。随着电动汽车销售量的不断增加，

历多次回收循环而出现的典型的塑料发

性能，并且还有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

对橘色着色剂的需求也在加大，且还有

黄问题可以通过加入相匹配的染料进行纠

在染色时加入可同时改善性能的染料

进一步加大的趋势：“从我们的角度看，

正。为了确定用哪一种着色剂以及用多少

而 得 到 解 决。 比 如 BASF 公 司 提 供 的

在电动汽车中使用橘色这个趋势才刚刚

量才能够得到终端产品所希望的颜色，

Eupolen PE Blue 69–1501、Eupolen

开始。在未来的几年中，这个趋势还会

Clariant 公司开发了一个软件工具。采用

Green 87–35–01 和 Irgazin Red K 3840

加速发展”，Lanxess 公司的屏幕及塑

这个调色软件据 Andreas Buder 介绍即

LW 染料能够对回收料的变形行为产生正

料应用技术主管 Lars May 博士声明道。

便在回收料成分很高的时候也可以得到鲜

面的影响。其它的办法就是加入特定的

除了可持续性、回收和电动汽车这些

艳的颜色。

添加剂，它们能够将机械性能或加工性

趋势话题外，着色剂制造商们也在探讨目

Grafe 公司的 Danny Ludwig 认为，

能提高到必要的水平，或者能中和气味。

前的原料供应瓶颈问题。自几个月以来许

在给回收料染色时的一个有意思的趋势

AF-Color 公司的销售主管 Dirk Schöning

多塑料出现了明显的提价以及严重的交货

是：回收料不再被视为是低价值，而是更

发现现在很多公司对这些议题有着极大

期 延 误。 据 BASF 公 司 的 Christof Kujat

多地作为质量和销售标准。其实它显示了

的兴趣：“我们提供在机械强度范围里

介绍，一些添加剂如着色剂等也出现了这

生产商们对环境的负责任的态度。据他介

再现某些特征的解决方案。当然还包括

种情况。出现瓶颈的原因包括原料被转运

绍，现在如果第一眼就能看出使用了回收

处理某些加工技术上的问题，如在加工

到了亚洲，因为那里的工业明显更快地走

料，甚至会得到客户的赞赏。品牌商品制

回收料时吸收气味等，这些是我们常常

出了新冠疫情，还包括船舶和空运集装箱

造商们在为他们的产品做设计和选颜色时

要与我们的客户一起讨论的议题。”

的运力被快速订满。“我们色母料生产商
尤其受到短缺的影响，因为我们的业务是
一个伴随着经常变化要求的非常灵活的业
务。数量构成常常是非常小的，而业务范
围则非常广，包括了各种不同的聚合物类
型、添加剂和各种着色剂。目前这种困难
的采购情况对客户希望的交货期的可行性
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这个当然是对双
方的影响，没有人是满意的”，AF-Color
公司的 Dirk Schöning 也证实道。Lanxess
公司的 Dirk Schmitz 看法要积极一些：“通
过稳固的长期客户群以及不断的需求分
析，我们至今总是做到了与供货商一起做
出好的预测，以此能够缓冲波动。”
Grafe 公司的 Danny Ludwig 预计，
目前的这种情况不会是个别的。企业们必
须基于全球范围内增大的资源消耗为在
未来经常会遇到的原料瓶颈做好准备。
Ludwig 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
案：“原料短缺将成为材料供应的一个核
心议题。挑战在于开发替代性的来源。这
里也包括将塑料再投入到循环中以及寻找

© CreativePhotography;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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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的回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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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色的回收世界？
在包装领域对消费后回收料染色的可能性
包装生产商和消费者对包装的外观有很高的要求。同时，加强使用回收材料的愿望
也在增加。带颜色的塑料给再制备带来了障碍，而且使塑料回收料的染色也存在了
一些困境。一个可持续的包装世界将会有多么色彩斑斓呢？
将来为产品差异化而进行染色到底有多么
必要？然而，在包装生产商和机器运营商
那里，通过颜色来确立他们的产品设计和
营销的愿望却很强烈。最终，消费者会以
积极的购买意愿来奖赏那些诱人且丰富多
彩的包装。因此，像 Lifocolor 集团这样
的色母料生产商就致力于开发并优化那些
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有助于实现即色彩斑

颗粒大小也会对 PCR 的颜色质量起决定作用，因为
它决定着着色剂在聚合物中的分布。© Lifocolor

斓又可持续的 PCR 染色。
PCR 的质量在一个本质上的物理机
械分拣中将通过对不断变化的原料流的分
拣精度来决定。在这里，也能够往回收循

引起人们关注的遍布垃圾的海滩画面
以及江湖中的塑料瓶给塑料工业带来了很
大的压力。特别是在包装领域，对回收塑
料的方案一直在加强。大型制造商和品牌

消费后树脂 (PCR)（图 2）。

回收过程对比
具有吸引力的产品设计

环中投入被染成黑色的聚合物，这是一个
决定成功的步骤。被广泛使用的通过检测
器（建立在近红外光谱（NIR）基础上）
进行分拣的方法，对于用炭黑染成黑色的

公司加强了他们在整个供货链中推动这些

在这个按照颜色和产品组的双分拣过

聚合物而言却是“瞎子”。这些产品因此

方案的实施转化。作为这些可持续发展项

程中，按颜色区分要明显复杂得多，并被

就停留在了未分拣的状态，并只能用来获

目中的一部分，垃圾收集系统及 DSD 系

认为是对再次使用的更大的干扰因素。首

取热量。不过，如果能通过结合使用不含

统（德国双系统——绿点）未来将扮演一

先是回收企业因此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炭黑的着色剂进行黑色染色，那么靠 NIR

个更大的角色，以便从收集来的塑料垃圾
中再度获取材料并以此建立一个包装应用
的循环系统。
这些塑料垃圾有多么的多样化，可以
看一看在 Alba 集团的进入塑料回收再制
备过程之前的收集来的那些物品（图 1）。
出自不同塑料的包装——主要来源于聚
酯、聚丙烯 (PP) 和聚乙烯 (PE)——既有
颜色上的区别，也在生产工艺上有区别。
这些异质的收集物品必须在像 Alba 集团
这样的回收企业里先费事地按照聚合物类
别及颜色进行分离、清洗，紧接着为后续
的使用将它们制备成塑料回收料——在通
常的实践中它们被称为消费后回收料或者

Kunststoff 中国 2022.6

在 Alba 集团的还未进入回收处理过程的收集来的物品，在这些物品上
可以看到在包装垃圾中出现的塑料及颜色的多样性。© Alb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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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及设计 Farbe Und Design Color and Design

可 NIR 探测的黑色色母料（第 2 个及第 4 个瓶子）
可以以同等的质量无炭黑地为包装染色，并使
它们可以分拣和回收。© Lifocolor
控制的分拣就不成问题了。
色母料生产企业 Lifocolor 公司为解
决这一问题开发了相应的可 NIR 探测的
黑色浓缩物（图 3）。以此就可以为出自
初次材料和 PCR 材料的包装染色并使其
可分拣，这将保证这些材料的永久可回收
性。根据不同的终端产品，将在考虑必要
的许可标准（如食品接触）及聚合物性能
（变形或可转移性等）的情况下选择所使
用的着色剂和填充材料。
除 了 持 续 受 欢 迎 的 黑 色 外， 对 其
它 PCR 颜色的需求也很大。对于 PE 这
样的聚烯烃类及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材料，已经存在若干给回收料磨料
染色的可用方案。
一个运行顺畅的收集及分拣系统已经
存在于瓶子和 PET 的回收领域中，也就
是所谓的瓶到瓶回收系统 (BTB)。自九十
年代起，PET 瓶就是用回收 PET 材料生
产的。所以，这个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技
术许可细节已经非常成熟了。PET 瓶的
收集在德国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基于
实行的押金体系。紧接其后的分拣、清洗
和烘干成就了高质量的且适合于瓶子生产
的 rPET 材料的制备。

通过使用可回收的、稳定的着色剂，
产品即便经过多次挤出过程也几乎不
会失去其色彩质量。© Lifo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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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ET-PCR 材料上常常必须对发绿和发黄的色偏进
行中和。通过比如像加入 Lifocolor 公司的 LifocycleClear 产品可对此有所帮助。© Lifocolor

中和 rPET 材料的色偏

键。合适的选择会使重量计量的操作比较

尽管按不同的颜色细微差别进行分
拣，再制取的 rPET 颗粒仍然会常常发绿
或发黄。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出于多次加
工后材料发黄以及出于彩色矿泉水瓶的蓝
色透明部分。回收企业及塑料加工供货商
可以通过加入少量透明紫罗兰色来中和并
纠正这种发绿的色调（图 4）。同样，在
发黄的色偏上也可以通过加入透明蓝色来
进行中和。Lifocolor 公司为支持这样的过
程开发了 Lifocycle Clear 产品系列。它为
每一种 rPET 原料选择并确定了个性化的
着色剂。它实现了尽可能高的颜色中性，
近似于新材料。通过这种对 PET-PCR 的
纠正过程就有可能在之后重新染色时得到
更高的亮度和鲜艳度。对于再次使用，考
虑到一再重复的可回收性，为 rPET 配备
了非常稳定的着色剂，它们可以经受住很
多次的回收循环而不失其着色特性（图 5）。

容易。Lifocolor 公司为此提供了不同的颗
粒形状，长度从 1.3 至 3.5 毫米不等，并
提供不同的直径。比如微球颗粒可以实现
以非常高的精确度加入极少的量（题图）。
由此，着色剂就可以在被染色的 rPET 中
的许多流动性良好的且无阻碍的微颗粒上
得到最佳的分布。
在聚烯烃 PCR 的染色上则体现了完
全不同的情况。在这类材料上，基于收集
来的聚合物材料的多样性，不存在任何具
有可接触食品许可的回收材料类型——既
不能作为 rPP 类型，也不能作为 rPE 类型。
然而，有这类许可要求的原料在敏感应用
领域的包装上——比如化妆品、玩具、食
品和饮料等——是通用的且必需的标准。
只要回收的材料不具备该领域的相关许
可，那么给合适的色母料载体染色的可能
性就也受到了限制。此外，在聚烯烃类材
料的回收中的一个持续的议题是它的气味
问题，它在上述领域的重复性的再利用因

颗粒的大小和形状
决定着颜色设置

此也被排除在外。
在其它领域里则不同，人们已经能够

此外，对于大多数透明的 rPET 颜色

制备大量的 rPP 材料并毫无障碍地用在

设置而言，正确选择颗粒大小和形状是关

比如像汽车内饰这样的应用中。不过，在

用 rPP 和 rPE 制造的产品展示了 PCR 材料
也能够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Lifo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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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领域里的收集物品的质量、清洗质量和聚合物及染料的
分拣等以及在聚烯烃 PCR 材料的价格上明显还需要做一些
后续的工作。
目前，出自黄口袋分拣系统，即便是在聚合物分类后又
进行颜色分拣，仍然也只能分出浅色和深色的 rPP 及 rPE 共
混物。浅色的共混物从趋势上讲可以不太费事地得到具有吸
引力的基色调（图 6）。从价格上及可用性上讲，它明显区
别于深色的聚合物组。因此，整体价格是一个纯计算举例，
对于价格非常敏感的应用还必须做精确的找平。

合作伙伴交流有助于产品设计
对于那些成本压力比较大的应用来说，一般染料使用剂
量不会超过 10%。因此，Lifocolor 公司建议采取沿整个供应
链上的基于伙伴关系的合作。在生产商方面，销售、产品设计
和开发的代表应该与供货商密切联系，对所有现有的可能性进
行交流和确定。只有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才能得到最佳的颜色
设置和解决路径，比如一个多层的结构，或者向含有回收成分
的聚合物混合物的过渡。例如当目标应用要求染色成浓烈的
具有活力的红色时，那么把 PCR 的成分从 100% 降低到 50%
就是一个可达到目标的可用办法。

用于食品包装的化学回收的聚合物
对于食品接触包装或者其它敏感应用如化妆品、玩具或
医疗及医药应用的包装来说，机械性回收处理所获取的材料
不是可用的解决方案。基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这些领
域要使用回收料的话，那么建议使用化学回收的聚合物。这
些回收材料是通过分解，也被称为解聚，以及紧接其后的再
聚合而获取。由于化学回收过程可以实现所获取的材料接近
初次使用聚合物的水平，所以这样获取的 PCR 将来也可以简
单地、多方面地且以诱人色彩进行染色。
新进入市场的是所谓的质量平衡聚合物，这种材料中的
一部分单体是通过化学回收塑料垃圾获取的。从染色角度看，
这个聚合物类别完全可以与新材料一样处理。不过，塑料加
工企业需要注意，不要由于使用了不可回收的着色剂进行染
色而影响了即将到来的回收步骤。
消费者将来也仍然期望彩色的、吸引人的包装。对于
生产商及品牌公司而言，颜色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使卖点差
异化的可能性。不过，当前对 rPET、rPP 和 rPE 的获取仍
然带来挑战，并在染色时与新材料相比受到部分限制。从基
本的原料循环角度出发当进一步的优化仍然非常必要时，像
Lifocolor 公司这样的色母料生产企业已经提供了相关的产品，
它们能实现 PCR 材料的多方面的染色。在使用用于回收料
领域的着色剂时，塑料加工企业一定要注意预判未来的回收
步骤，并将选择更稳定的、可多次回收的着色剂纳入计划。
www.alba.info，www.lifocolo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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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 3D-Druck 3D Printing

改性的、生物基的且可 3D 打印
用于 3D 打印拉胀结构的生物复合材料
对于增材制造的拉胀结构必须有特殊的材料性能。改性的 PLA 可以在钢绞线铺设工艺中加工
成相应的工件。出自 PLA 与 PBAT 的复合材料特别适合这一用途

拉胀结构可用增材制造低成本地生产，
比如钢绞线铺设工艺。© IKT
材料一般具有正泊松比。这就是说，

拉胀结构的特点在于，当它在长度方向上被拉长时，宽
度方向也会膨胀。资料来源 : [2]; 图片 : © Hanser

它没有足够的拉伸能力。采用聚己二酸对

这 个 调 查 试 验 采 用 了 PLA 4032D

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PBAT) 为 PLA 的改

材 料（ 型 号：Ingeo， 生 产 商：

就会发生横向收缩。通过运用特殊的结构， 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 IKT 研究所的试

NatureWorks）和 PBAT（型号：Ecoﬂex

即所谓的拉胀结构（见第 68 页方框），

验显示，相关的材料可以用钢绞线铺设工

F Blend C1200，生产商：BASF）材料。

工件就能够实现负的泊松比。这时候如果

艺进行加工，而且不会使打印质量变坏。

作为相容剂，使用的是丙烯酸酯 - 苯乙烯

一旦它们在长度方向被拉伸，那么其侧面

长度方向被拉伸，那么侧面也会膨胀。通
过在一个工件中加入拉胀结构，它的整体

拉胀结构需要特殊材料

拉胀结构

性能就能够得到改善。比如具有拉胀结构

人们为调查试验做了一个二维的拉胀

的管道，其圆周侧面在受到外力影响及管

蜂窝结构（图 1），它是由嵌套在一起的

拉胀结构具有负泊松比，因此

道内压力变化的影响时由此而显示了更高

重入细胞组合在一起的（1、2）。典型

在垂直于载荷方向的方向上会扩张而

的尺寸稳定性。

的情况下这个工件是由一个套（壳）和一

不是收缩。这一性能不仅会出现在分

拉胀结构可能会很复杂，但是通过增

个内核（填充物）组成的。内核可以是部

子层面上，也出现在宏观层面上。这

材制造工艺也能够低成本地生产。特别是

分填充的或者完全充满的结构。在二维拉

种特殊的行为不是通过所使用的材料

钢绞线铺设工艺可以提供这种优势。不过

胀结构的情况下，只会在外壳上使用这种

而是通过结构引发的，并因此提供了

它需要的材料性能在至今在商业销售的长

结构。一个二维的蜂窝结构只在一个层面

全新的功能性及设计可能性。在结构

丝中非常少有甚至没有。因此，斯图加特

上具有负的泊松比。为了使其在拉伸负荷

内部，通过网和节点的折叠及旋转运

大学的塑料技术研究所 (IKT) 致力于对用

下不会在结构内部出现断裂的情况并且蜂

动而产生这种拉胀效应。拉胀剂被用

于 3D 打印的塑料进行改性，并评估这些

窝在负荷下会膨胀，材料就必须具有相适

在机器人、生物医学、电子和声学领

塑料是否适用于钢绞线铺设工艺。聚乳酸

合的机械性能。它必须具有很高的韧性和

域，在汽车及航空工业中具有巨大的

(PLA) 作为一种可用于钢绞线铺设工艺的

可延申性，这样才能在变形时蜂窝之间的

潜力。它具有很好的减振性。

材料已经被确立，不过对于拉胀结构来说

接合处不发生损伤。

30

Kunststoff 中国 2022.6

共聚物基的多功能环氧树脂。这种塑料被
加工成了不同的复合材料。
试验中人们在一台双螺杆挤出机（型
号：EBVP 25， 制 造 商：O.M.C.） 上 对
塑料复合材料进行了制备。接下来的长
丝制造是在一台单螺杆挤出机（型号：
30x25D， 制 造 商：Collin GmbH） 上 生
产的：为了保证恒定不变的直径，这些
塑料长丝由一个抽吸装置引导并缠绕在
一个旋转的轴上。1.75 毫米的长丝直径
由 一 个 激 光 计（ 型 号：ODAC 15XY，

打印的 PLA 拉伸试样的切口边缘
图像（左），PLA+PBAT (60/40,
中间 ) 以及 PBAT（右）：间隙大
小在所有材料上是相近的，这说
明打印质量是可比的。© IKT

用 PLA+PBAT (60:40, 左 ) 增材
制造的拉胀结构及纯 PBAT 的
（右）：用每一种检验的材料都
可以生产拉胀结构。© IKT

制 造 商：Zumbach Electronic） 调 整 并

一台拉伸试验机（型号：1455 万能试验机， 观察是在打印的拉伸棒（三个外壳及一个

监视。对于长丝打印，人们采用了两个

制造商：Zwick）。

不同模式的 3D 打印机（模式 1：Kossel
Delta 3D 打 印 机， 制 造 商：Anycubic；
模 式 2：prusa i3 mk3， 制 造 商：Prusa

弹性模量降低，韧性增加
对测定的注塑拉伸试样的 E 模数的观

±45°的填充芯）上借助切片图像进行
的。借助这个检测就能够对铺设股线的相
互附着情况进行定性描述（图 3）。外壳
是垂直切的，这样就可以看到股线之间接

察显示，通过改性，纯 PLA 的 E 模数会

壤处的缝隙。缝隙的大小看起来大致一样，

这些生产出来的改性材料将借助平

明显降低，并因此能提高韧性（图 2）。

而且在检测的试样中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行板流变仪、打印的拉伸杆上的切片图像

PBAT 的成分越高，E 模数就越低，相应

估计是因为材料的打印质量是可比的。

（三个外壳及 ±45°的填充芯）以及通

地韧性也就越高。在增材制造的拉伸棒上

除了拉伸棒外，还从每一种材料中生

过对注塑及增材制造的试样的拉伸试验进

情况也一样。不过人们可以看到，根据所

产了拉胀结构（图 4）。用每一种材料都

行定性。这里将打印两种不同的拉伸试样。 使用的打印策略不同，E 模数会有偏差。
第一种选项使用三个外壳及一个 ±45° 在比例为 60:40 和 40:60 的 PLA 与 PBAT

可以生产拉胀结构。所有所生产的长丝都

Research）。

的填充芯，第二种选项则只使用外壳，这

混合的单向打印的拉伸杆上，这个偏差特

样就能提供铺设的股线的单向取向情况。

别明显。估计是因为通过单向打印产生了

切片图像将采用一台光学显微镜（型号：

在载荷方向上的分子链排列，由此即便在

Wild M420 Mikroskop，制造商：Leica）

高 PBAT 成分时，PLA 链也会主导 E 模数。

进行测验。对于机械表征的测验则使用了

对铺设在外壳上的股线之间的空隙的

可以在常见的 3D 打印机是进行加工。

结论：作为长丝的
共混物是合适的
通过将 PLA 与 PBAT 混合将得到一
种与纯 PLA 相比具有更高韧性的材料。
在机械性检验中，随着 PBAT 的成分增加，
韧性也会提高，这在注塑的拉伸棒及增
材制造的拉伸棒上都一样。在增材制造
的拉伸棒上通过割出切口显示，从质量
上讲，现有的打印质量没有很大的差异。
此外还显示，增加的混合材料黏度在低
角频率时对借助钢绞线铺设工艺的可加
工性没有影响。
通过顺利地从混合物粒料挤出长丝以
及在常见的打印机上对其进行加工显示，
PLA+PBAT 混合材料可以考虑作为长丝
材料。通过所达到的更高的韧性及好的可
加工性显示，PLA 混合材料可以作为适

通过对注塑试样及增材制造试样的拉伸试验测取的不同材料
的 E 模数：与纯 PLA 相比，复合材料的 E 模数明显更低，
这就使其韧性更高。资料来源 : IKT;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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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产改性长丝材料的一种可能的材料。
用新的长丝材料制成的拉胀结构的机械性
能还需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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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谁能连接
3D 打印工件的塑料直接旋紧
除了卡住、焊接和粘合外，技术性螺栓旋
紧在工件组的组装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接合
方法。复合物生产商 Lehvoss 公司与螺
栓生产商 Ejot 公司一道对 3D 打印工件的
可旋接性进行了调查。在实际测试中总共
使用了三种材料。
不管是用于组件测试及验证的小批量

左边是在测试中使用的注塑螺钉凸圆，中间是打印的。图中的
右边是 Ejot Evo PT 螺钉。© Lehvoss/Ejot

用传统工艺生产的工件相比。

孔）将逐个进行重新校准，以便能够执行

塑料工件组还是原型：即便是 3D 打印的

为了检验这些材料的可旋紧性，他们

成型件也要求有可靠的螺丝连接——与注

与 Ejot GmbH & Co. KG 公司合作在 3D

都是采用 FFF 工艺生产的。

塑产品可比。

打印的螺丝凸圆上进行了旋紧测试。对于

未增强聚丙烯 (PP) 在测
试中达到了通常的值

可靠的测试标准。所有测试用的螺丝凸圆

这里介绍的调研目标是，对供使用

旋紧测试，他们选用了投入市场不久的

的打印材料的高质量标准、打印过程的可

Ejot Evo PT 螺钉。这种螺钉类型除了具

重复性以及螺钉连接在打印出的工件中的

有优化的连接行为外，它的旋入扭矩几乎

未 增 强 PP 是 一 种 不 容 易 打 印 的 材

基本特性等做出描述。Lehmann & Voss

与旋入深度无关。为进行对比性的螺丝调

料。即便是注塑，这种材料有时候也具有

& Co. 公司认为，所有在注塑材料上可使

研，人们在现有的 Ejot 螺丝凸圆模具中用

挑战性，特别是当生产厚壁的螺丝凸圆时。

用的接合方法也都可以被用在它们的用

可比的材料注塑了标准螺丝凸圆。类似于

间或还会出现缓慢结晶，其结果是形成严

于 FFF（熔丝制造）的 3D 打印材料上。

Luvocom 3F 材 料 在 Lehmann & Voss &

重的气蚀。这种情况在 Luvocom 3F PP

这些被称为 Luvocom 3F 的材料是专门为

Co. 公司的 3D 打印实验室中进行了打印。

9929 NT 材料上没有发现出现过，该材料

FFF 工艺而经过优化的。并且根据生产商

由于在打印孔时基于工艺制约总是会

也在这里注塑螺丝凸圆了。从中得出的结

的介绍，它们所具有的机械性能不怕与采

出现一定程度的尺寸模糊，螺丝孔（导向

论是，所有注塑的螺丝凸圆都可以以非常
好的且可重复的特性值进行旋紧。对在打
印的凸圆上的螺丝孔进行校准显示，当从
技术上合理选择了导向孔的几何形状时，
其旋紧值几乎可以达到与注塑凸圆相同的
水平。这涉及所有的特征值，如拧入扭矩
(Me)、拧紧扭矩 (Ma) 以及过扭矩 (Mü)。
在此，所有三个值的波动范围都处于正常
的技术量级内。

碳纤维增强聚丙烯
(PP-CF) 得分更高
在 这 个 测 试 中 可 以 发 现，PP/CF
（Luvocom 3F PP CF 9928 BK）的拧紧
值比未增强 PP 的高大约 60%。当导向孔

Lehvoss 公司 3D 打印技术中心一瞥。测试的是用
于 FFF 工艺（熔丝制造）的材料。© Lehv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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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径在 3.2 至 3.4 毫米之间变化时，从
扭矩测量值上看没有看到明显的区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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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多地是停留在几乎同样的水平上。导向孔直径为 3.3 毫
米时展现了带有清晰边界的最佳过扭矩值（低测量值散射）。
材料的相对低的延申在这里会产生明显正面的影响。

PA-CF 的过程可靠的连接
Luvocom 1/CF15/HS (PA66 CF/15) 是一种功能非常强
的用于注塑的产品。用这种材料注塑出来的螺丝凸圆可以达
到非常高的拧紧扭矩。无论是拧入扭矩 (0.6 Nm) 还是过扭矩
(3.8 Nm) 都非常稳定，对拧紧扭矩有较大的安全裕度。此外，
Me 和 Mü 值以较窄的值范围宽度和较低的标准值偏差而定
义得非常明确。特别是过扭矩与拧紧扭矩之间的大差距决定
了一个可靠的并因此随时可控的拧紧过程。
为了对比，还用 Luvocom 3F PAHT CF 9742 BK 材料
进行了加工。这里涉及的是一种高度开发的用于 FFF 加工的
材料。它的配方与已经测试的注塑用材料有偏差，但同样含
有 15% 的 CF。它的机械值，比如断裂应力和断裂延伸率，
在注塑用材料上处于较高的水平。而打印的凸圆则显示了低
一些的拧紧值。尽管如此它仍然达到了可重复的较好的值（Me
= 0.55 Nm；Ma = 1.6 Nm；Mü = 2.8 Nm）。这里的拧紧值
互相之间也处于足够大的安全裕度中。Luvocom 3F PAHT
CF 9742 BK 材料允许人们用 Ejot Evo PT 螺钉过程可靠地
直接拧紧。

STRETCHING
THE LIMITS

借助这里的连续测试系列可以证明，在打印的工件上可
以用 Ejot Evo PT 螺钉直接拧紧。这样的打印工件可以达到
与注塑工件可比的强度。因此它们的应用可以形成系列应用。
在测试中还发现了一个积极的情况，就是没有发现由于径
向应力失效（爆裂）而出现的螺丝凸圆废品。也没有出现 Z 层
面上的层移动。Z 轴在 3D 打印中是增材轴，它与螺钉轴是重
叠的。这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 3D 打印时的 Z 层面与注塑
时的焊缝是可比的。在打印的工件上，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弱
点区域。这说明，Luvocom 3F 材料在所有承受负荷的轴上都
能够被视为是高强度材料。由此，3D 打印件达到的强度值也

BOPE: 改善可持续性

能够与注塑件的相媲美。在这些预测试中从打印件上测取的测
量值完全与注塑件的正常值处于同一个数量级。



单一材料多层结构



专用生产线概念



与循环经济完美匹配

总的来说可以确定，采用 Ejot Evo PT 螺钉完全可以实
现在 3D 打印件上的可重复的且安全的旋紧连接。如所有塑
料直接旋紧连接一样，它总是具有合适的螺钉凸圆尺寸，特
别是导向孔直径。其它参数，如螺钉表面或者拧紧旋转数等，
对整个结果会产生影响，但在这里没有做出改变，以便将测
试工作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采用 Ejot Evo Calc 预测程序对打印工件中的螺钉连接
的预定尺寸进行计算，这个方案目前还在讨论中，并且为将
来已纳入计划。
www.lehvoss.de，www.ejot.com

www.brueckner.com
Kunststoff 中国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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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 3D 打印混合软管挤出头
增材制造开辟了新的工艺技术上的潜力
对增材制造的挤塑喷嘴仍然存在偏见。部分是因为不寻常的设计、部分是因为它的粗
糙的表面而没有得到潜在的使用者的认可。然而，这种技术却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是采用传统方法制造的挤出头完全无法实施转化的。
采用选择性激光熔化工艺 (SLM) 制
造的挤塑喷嘴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得到了
实践的证明。尽管如此，仍然存在部分对
这种不寻常设计的疑虑，或者担心喷嘴
内流道的相对粗糙的表面（工具钢 Rz =
30–50，不锈钢 Rz = 20–42）会给生产
带来问题。这些问题在目前的使用者那里
至今没有出现过。
混合软管挤出头可以个性化地匹配
具体的应用。在这里，挤出头可以具有
一个传统的法兰环及一个“正常”的实
体喷嘴，或者也可以使用一个有利的螺
丝连接并在端面开一个带开口的环形槽
用以导入承载空气和冷却空气（图 1）。
在挤出头内安装了一个软环喷嘴，它可
以缩小优化调节后留下的壁厚差异。这
种软环喷嘴的流道缝隙可以借助 28 个调
节螺丝仅在局部发生纯线性弹性变形，
以便使挤出的软管或管道的设定壁厚的
非对称性偏差降低到最小程度，并由此
达到狭窄的规定壁厚公差（图 2）。

混合软管挤出头都有什么作用
增材制造的挤塑喷嘴显示了下述优点：
• 没有留下沿挤出方向上的焊缝
• 通过熔体预冷却提高线速度
• 大直径范围（é 2 至 é 50 mm）
• 维护工作量最小化
• 简单快速的管头更换
• 更快速的喷嘴和芯轴的更换
• 快速加热和冷却
• 通过快速的挤出生产线停车和再启动使
材料废料最少化
• 低能耗
• 管头端部缝隙可在设备运行状态下优化
调节
• 灵敏且可重复地调节（“对中”）喷嘴
• 使流道中的熔体不均匀最小化

巧妙的管头方案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可以在挤出头
内集成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图 3 展示的

混合软管挤出头的端面上有靠两个壁隔开的环
槽，经由这个环槽可以从法兰盘上将承载空气
和冷却空气引入挤出头。© Gro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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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挤出头的刨面图，它是根据客户
愿望个性化设计的。它与传统加工的挤
出头有根本的区别。这个为熔体压力可
达 250 bar 而 设 计 的、 喷 嘴 直 径 14.3
mm 的挤出头的重量仅为 1.7 公斤，弹性
环喷嘴直径 50 mm 时也只有 2.6 公斤重。
尽管重量轻体积小，挤出头仍然能够配 2
至 60 毫米直径范围的喷嘴工作。挤出头
的物质量少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混
合软管挤出头快速加热。不过，冷却时
间仍然太长——特别是对那些热敏感的
熔体而言。为此人们在外壁上安装了一
个螺旋形的流道。通过它挤出头就可以
在挤出生产线停下来时借助压力空气非
常快地冷却到所希望的温度。这个流道
还可以用来在运行期间就在挤出头内有
针对性地冷却，以便缩短冷流道长度，
或者还可以用以提高线速度。为使熔体
均匀化、为减少留置时间以及为缩短更
换材料或颜料时的清洗时间，在流道中
集成了盘旋延申的混合桥。这个正在申

一个传统挤出头的侧视图，它上面带有传统的
实体喷嘴和一个法兰环以及喷嘴与挤出头之间
有固定的缝隙用于限制倾斜角度。© Gro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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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专利的混合桥同时也将空心轴与挤出
头外壳连接在一起。这个桥以及整个挤
出头内表面都涂覆了一层疏水层，这可
以帮助熔体从流道壁处滑过。这个挤出
头不需要维护。它可以简单地在一个裂
解炉内在最高达 450 摄氏度下得到彻底
的清洗。承载空气将通过孔从外面被导
入空心轴。以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避免处
于生产中的软管或管道内因为干扰性的
焊缝等出现机械弱点。在快速更换挤出
头时，可以通过孔输入承载空气和冷却
空气（它通过管壁上的冷却螺旋道对挤
出头壁进行冷却）。通过存在于挤出头
内的端面环槽（被分成两个独立的槽腔）
这些气体就可以到达挤出头内部（图 1）。
这样，更换挤出头时就无需将它先与通
往空气流道的管道分开完事后再接上。
挤出头自身就带有一个连接螺纹，以此
就可以以非常简单的方式用手把挤出头
旋入固定旋紧在挤出机上的法兰盘中。
喷嘴和心轴端头为方便安装挤出头各自
都带有螺纹，这样就可以在软管挤出或
管道挤出时简单快速地变换几何形状。
以此也可以快速改变喷嘴直径而无需更
换螺丝。
使用传统挤出头的技术状态是，为优
化挤出管道的壁厚分布，喷嘴必须借助定
心螺栓在垂直于挤出的方向上推移。这样

弹性环喷嘴（直径 50 毫米），在
这个弹性环上可借助 5 号螺丝使其
仅限于局部地变形。© Groß
必然会在流道中出现不希望看到的成片的
不连续点。与这种情况不同，新设计的挤
出头带有一个享有专利的肘节，靠这个肘
节喷嘴就可以通过轴向排列的用于调节的
倾斜螺丝倾向于向挤出头的中心轴倾斜
（图
4）。不管是传统方式的推移，还是挤出头
的倾斜，在喷嘴端头上的流道缝隙都会在
一边被缩小而在另一边以相同的尺寸扩大。
倾斜喷嘴必须对中地组装，这样才能省去
喷嘴的预对中步骤。这时候喷嘴就能够从
总是相同的中心出发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倾
斜。每一个喷嘴位置都可以随时被复制。
目前在软管和管道挤出时的技术状态
是，喷嘴装入后在末端有一个平行区，以
便限制熔体在喷出喷嘴时的膨胀。这种办
法有一个缺点，即在新设计一个喷嘴时很

锥形心轴，它为调节最大可能的喷
嘴缝隙而远远移出喷嘴。© Groß

难找到适合该产品的最佳喷嘴直径及缝隙。

在挤出运行中无级
调节喷嘴缝隙
在挤出吹塑领域自几十年来已得到验
证的具有锥形流道的喷嘴在产品刚开始生
产时能够在运行中的设备上无级地优化喷
嘴直径及喷嘴缝隙（图 5）。为此，喷嘴
必须能够在轴向上移动。因此挤出头上就
带有一个螺纹套筒，它上面有两个反向的
螺纹线。这样，旋入倾斜肘盘的喷嘴就能
够相对于心轴做轴向移动。喷嘴移动时，
无论是喷嘴缝隙情况还是弹性环套的调整
都保持不变。当用这个挤出头生产发泡产
品时，这一解决方案就显出了它特有的优
势。在自适应生产的挤出头上可以使用处
于外壁上的螺旋形的流道，以便用空气或
者油进行均匀的控温。在喷嘴末端的锥形
流道缝隙可以无级调节，以便为优化发泡
过程而有针对性地改变流道中的压力。

用于更大管道直径的挤出头

一个带有弹性环喷嘴的创新性混合软管挤出头的半透明刨面图。© Gro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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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混合软管挤出头方案已经在较小
直径范围的管道和软管上被证明可行。原则
上说，挤出头也应该能够以同样的方式生产
较大尺寸的管道。由于现在在德国管道挤
出已经不再利润丰厚，而且在所有区域的
管道生产商一般也已经拥有了加工所有管
道尺寸的挤出头，所有很难让人们用一个
可能会更好的挤出头去取代现有的挤出头。
关于用它生产更大直径的管道，目前还没有
实践经验可展示。
做一次尝试肯定是值得的，
因为，仅仅基于可用最少的材料快速且低成
本地生产挤出头，就是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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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造出 PVC 型材
无需生产干混料的硬 PVC 挤出
至今，在挤出聚氯乙烯 (PVC) 型材之前必须先制备一种干混料。这个过程即昂贵又耗能高，
而且与挤出过程不同，它是非连续的。一种使用行星辊式挤出机直接挤出 PVC 型材的方法
承诺能改善这种情况。除了软 PVC 外，经过若干调整也能够用这种方法加工硬 PVC。
聚氯乙烯 (PVC) 是最常使用的塑料

能在挤出机上加工 PVC 半成品，如薄膜、

一个缺点在于，它是由一个非连续的过

之一。PVC 主要是在建筑行业中被用来

板材、型材或管道。一般来说，干混料

程，即干混料生产过程，与一个连续的挤

制造管道及配件、硬型材或者窗框型材、

的生产是在加热 - 冷却混合机 (HKM) 中

出过程结合在一起的。基于这一原因，通

刚性薄膜和板、电缆、地板覆盖物等等（1）。 进行的。通过搅拌工具的旋转，粉末状的

过简化整个过程就具有了巨大的节约潜

不过，PVC 的加工过程明显区别于其它

PVC 配方的组成成分被混合并加热，添

力。SKZ 研究所（塑料中心）及行星辊

热塑性塑料的加工过程。在开始实际的挤

加剂就能够在 PVC 颗粒中分散。

式挤出机制造商 Entex Rust & Mitschke

出加工之前，必须先在一个非连续的批次

这个干混料的生产过程是能源密集

GmbH 公司共同研究了无需干混料生产

混合过程中生产一种干混料。在这之后才

型的且昂贵。传统的 PVC 加工过程的另

的硬 PVC 加工的潜力，并且开发了一个
直接挤出过程。

通过使用行星辊式
挤出机的节约潜力
行星辊式挤出机 (PWE) 作为一种舀
取型的机器提供了这种节约潜力。PWE
早就被用在 PVC 的加工中了。五十年代
初，随着在这一行业中的需求越来越大，
使人们随之开发了这种设备系统，这种系
统能够保护性地加工 PVC 干混料。在开
发这种机器时的主要想法是，把以非连续
工作方式而著称的搅拌机的方案用到连续
工作的机器上。在 PWE 机器中，在一个
控温的缸体内多个行星主轴围绕着同样控
温的中心主轴旋转。在现代化的机器中，
会有多个这样的模块联级在一起。在这个
主要部分上还可以接入外围设备，比如像
双螺杆侧喂料机、液体注射器和脱气系统
等（图 2）。模块化结合大面积的材料控
温以及旋转的行星主轴的好的搅拌效果就
使人们可以做到，使用 PWE 挤塑 PVC
之前省去干混料的生产过程（2、3）。
在一个先期的项目中，Entex 公司已

在行星辊式挤出机上直接挤出 PVC 型材可以节约成
本和能源并简化生产过程。© En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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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了用 PWE 直接加工软 PVC 的适
用性。为此他们建立了一台两个模块的设

Kunststoff 中国 2022.6

备并进行了试验（图 3）。在第一个模块中，
PVC 颗粒的表面在有控制的热量下通过
滚动泻下被破碎，这样就使添加剂能够扩
散。在这个过程中，稳定剂和添加剂被机
械式地压入颗粒。这就缩短了扩散路径。
其结果是，稳定剂很快就能起作用了。除
此之外，通过一个很窄的温度控制将阻止
PVC 材料开始降解。
在两个模块中都发生熔化或胶凝以及
均质化。不过，挤出机的第一个部分对此
是决定性的。机械能及热能的导入必须慎
重地选择，以阻止还不够稳定的 PVC 被
损伤。为此必须选择合适的行星主轴配置。
行星主轴的类型和数量即会影响机械能量
的导入，也会影响分散及分布的混合效应。
温度曲线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
在足够的分散速率与热损伤之间只存在一

PWE 工艺模块的示意图：在控温的缸体内围绕着控温的中心主轴
旋转着多个行星主轴。资料来源 : Entex; 图片 : © Hanser

个很窄的温度区间。其它重要的影响因素

PVC 上的实施转化远比在软 PVC 上要复

备的基础。由于采用行星辊式挤出机不能

还有分散环的转数和直径。此外，在第二

杂得多。在硬 PVC 中配方中不存在软化

够为直接挤出型材建立足够的压力，就必

个模块中还可以给熔体脱气。该技术已经

剂，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传输的是纯固体

须在此之上再为硬 PVC 寻找一种相适合

在软 PVC（PVC-P，塑化的）制粒以及

材料。此外，加工过程中要执行比加工

的压力增压器并进行测试（图 4）。

压延进料上成功地站稳了脚跟。

建构直接挤出
生产线时面对的挑战
在使用 PWE 设备成功地直接加工了
软 PVC 的 基 础 上， 在 与 SKZ 合 作 的 共

软 PVC 时更为精确的温度控制。与此同
时还要保证所有成分的充分分散，以便能
够保证所要求的机械性能。另外还有，加
工硬 PVC 时的压力多数情况下比加工软
PVC 时明显高很多。
两个模块的 PWE 建构是直接挤出设

PVC 颗粒作为
干混料的替代品
PWE 用 于 连 续 制 备 硬 PVC 到 底 适
用到什么程度，人们在项目开始时进行了
调查。为此，人们对三批 PVC 混合料进

同项目中检查了是否可以把在软 PVC 上
获取的认知转移到硬 PVC（PVC-U，未
塑化的）上。该项目的目标是，无需事
先的干混料生产并在保持不变的热量下
在 PWE 设 备 上 直 接 挤 出 硬 PVC。 在 硬

在当前这个 PWE 型号
上有多个工艺模块先后
串联在一起。此外为了
改善过程，还可接入额
外的系统。© En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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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工软 PVC 时，两个模块的 PWE 已经得到证实。对于加工硬
PVC 还需要做若干调整。资料来源 : Entex, SKZ;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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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就应该让它与压力建立机制脱钩。因
此在加工中在热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必须
额外增加一个压力建立单元。
原则上讲，对于压力的建立可以使
用一台齿轮泵、一台单螺杆挤出机 (ESE)
或者一台短反向旋转 DSE。经过与不同
的齿轮泵制造商沟通后认为，它们不适
用于硬 PVC 的直接挤出，因为在持续运
行时，在停留区中发生 PVC 降解的风险

用于硬 PVC 的直接挤出机设备示意图：靠一台接入的增压器保
证挤出时所必需的压力。资料来源 : SKZ; 图片 : © Hanser

太高。使用 SKZ 研究所现成的反向旋转
DSE 设备进行的测试显示，在没有压力
的物料传递时不能保证熔体被充分吸入。
经由熔体管道的传输因克服管道阻力所需

行了不同的制备并测试。第一批混合料是

为了评价机械性能，人们进行了拉

的压力而失败。对反向转子直接翻边出于

按照典型的批次加工方法使用一台 HKM

伸试验及 Charpy 冲击韧性的确定。PWE

时间和成本的压力在这个项目中是不可行

生产的，并作为干混料使用。第二批混

试件的拉伸强度比其它两个试件的稍稍低

的。哪怕这个选项从工艺技术角度看具有

合料 (HKM+PWE) 同样也借助一台 HKM

一点（图 6）。不过在确定冲击韧性时发

可行性，基于上述原因人们仍然将关注焦

生产并额外在 PWE 上制粒。第三批混合

现， 机 械 性 能 显 著 降 低（ 图 7）。HKM

点放在了采用一台 ESE 建立压力。

料 (PWE) 是先将配方中的每一种成分在

试件及 HKM+PWE 试件处于同一水平，

在 此， 项 目 伙 伴 决 定 使 用 一 台

冷状态下进行预混合（冷混），然后在

然而在 PWE 试件上冲击韧性出现了明显

Entex 公 司 的 L/D 比 为 5.5（L= 流 动

PWE 上进行制备和制粒。为了这个调查，

下降。估计这是由填充材料分散不充分而

通 道 的 长 度，D= 螺 杆 直 径 ） 的 ESE

在 SKZ 研究所选出了用于制造窗框型材

引起的。将 PWE 扩展成三个模块后，这

120，它也能在挤出软 PVC 或者含有木

的通常的 PVC 配方。紧接着将三批混合

个影响被抵消了。这样就可以采用这种工

纤维成分的塑料时用于建立压力。与传

料在一台对转双螺杆挤出机 (DSE) 上加

艺加工 PVC 粒料，无需事先将材料混合

统的塑化挤出机不同，这台熔体喂料的

工成型材。然后从挤出的型材上取下相应

成干混料。

挤出机具有液体控温系统，因此能够保

的测试体并对其进行热稳定性和机械性能
的检验。
为了验证 PVC 的稳定性，人们通过

哪一种增压器是合适的？

证很好的物料温度控制。
在 Entex 公司的技术中心里，人们

采用连续棒造粒时需要大约 30 bar

建造了一条样机生产线。为了调查压力

凝胶渗透色谱法确定了平均摩尔质量。三

的压力。使用 PWE 可以毫无问题地建立

的建立，人们采用一个单穴型材模具（带

个试件的平均摩尔质量都处于同等水平

这个压力。而对于半成品挤出，则必须有

有无需校准的可变化出口几何形状）进

（图 5）。因此没有一个试件发生了聚合

明显高得多的压力。为了让 PWE 在直接

行了直接挤出试验。这里为直接挤出准

物链的降解。

挤出中作为一台纯粹的连续制备搅拌机使

备了三种不同的混合预案。第一批混合

两个模块的 PWE 架构时
凝胶渗透色谱测试的结
果：三个样品的平均摩尔
质量基本相同。资料来源 :
SKZ;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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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WE 加工的样品显示
了比用其它两个工艺加
工的样品低一些的拉伸
强度。资料来源 : SKZ;
图片 : © Hanser

在 Charpy 冲击试验中，用 PWE 加
工的样品的冲击强度比其它二者明显
低了很多。不过把两个模块换成使用
三个模块后，它甚至得到了更好的值。
资料来源 : SKZ;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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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是已经混合（热混）好了的，它们在

分进行了试验。在这个试验中，当吞吐量

HKM 上生产。第二批混合料是没有能量

不变时也能够得到均匀的 PVC 混合料（图

输入的预混合（冷混）的料。第三批混

8）。以此可以达到大约 170 bar 的压力。

合料被分成了三份，以便对单一成分的

结果显示，PWE 非常适合不预先生产干混

加入做出描述。

料的 PVC 制备。此外试验还证明，采用相

样机生产线的成功测试

适合的增压器可以进行 PVC 的直接挤出。
Entex 公司与 SKZ 研究所采用这种

借助热混合可以检视不同喷嘴的压

方法共同开发了无需事先生产干混料的连

力积累能力。最高的压力约 180 bar 是由

续的 PVC 制粒生产的可能性。在这个工

一个椭圆形喷嘴积累建立的，它的尺寸为

艺过程中生产的混合材料具有与采用非连

32mm x 4mm。采用这个喷嘴就可以达到

续法生产的干混料可比的机械性能和化学

与一个型材模具非常接近的压力。下一步

性能。另外，还在 Entex 技术中心里成功

是在设备上试验冷混合。当吞吐量一样时， 地建立了一个用于 PVC 直接挤出的原型
PVC 冷 混 料 经 过 PWE 加 工 及 经 过 ESE

生产设备并进行了试验。这些预案工作的

加工后的均质程度与在参考试验中经过热

试验结果将来可用在硬 PVC 型材的直接

混的一样。在这个试验中同样也能达到大

挤出生产中。

约 180 bar 的压力。最后，使用各单一成

www.entex.de

使用构建的设备就可以借助行星辊式
挤出机直接挤出硬 PVC。© S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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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地得到合理运行点
机器学习：结合使用模拟数据和实测数据
资源保护地检测注塑过程的最佳设置数据集目前还是一个挑战。机器学习方法则提供了巨大
的潜力，使人们从流动模拟中获得少量认知时就可以加以利用。通过利用模拟数据与实测数
据相结合的方法，就可以大大地降低在校模框架内的尝试性的试验工作量。

〈题图〉© Christin Gerstner / Julia Volke
流动模拟在模具设计时被使用，以便 （Dortmund TU）软件工程系虚拟制造 (VM)

策略，设置数据集的确定都是关注的焦

描述模型的填充并早期确定可能发生的关

工作组的合作中开发了一个模型，它可以

点——由此可达到所要求的工件属性。

键质量错误（1）。而之后在校模框架内

通过结合使用模拟数据及实测数据计算工

Arburg 公 司、Engel 公 司 及 Wittmann

确定运行点时，模拟则只扮演一个次要角

件性能。其目标是，通过运用机器学习方

Battenfeld 公司等一些供货商已经为操作

色，因为模拟质量会因设置参数而变化（2、 法成功地、由数据推动地确定运行点。

人员提供了可能性，即在机器上就已经将

3），并因此很难确定。为了在校模时仍

模拟结果视觉化，并以此可获得填充变化

然能够利用模拟方法，就需要对模拟质量
进行评判。在这个评判的基础上就可以有

为减少试验工作量
进行模拟质量预测

的信息（7）。但是靠这些至今并不能得
到关于最佳运行点的直接信息。

效地利用模拟，以便减少确定最佳设置数

在实践中，在校模范围内进行的过

据集的尝试性试验工作量。卡塞尔大学

程调试是以不同的策略（4-6）为基础而

或者实测数据（15-22）为搞清设置参数

（Uni Kassel）材料技术研究所 (IfW) 的

实施的，且许多时候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与工件属性之间的关系而进行数据推动建

塑料技术专业领域在与多特蒙德工业大学

于机器操作人员的经验。不管基于哪一种

模，就此已经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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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人们基于模拟数据（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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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的基础上建立模型提供了巨大的潜
力（2、3），且当前也得到了两个趋势
的推助：一个是用于生成模拟数据的计算
能力得到了提高，另一个是在注塑过程中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伴随过程的数据采集可
能性。
为了能够评判哪一个模拟可以代替
实际试验，就必须有模拟质量的评估。对
模拟质量以及工件质量的预测可以在不同
的机器学习方法的基础上进行，而将这些
方法转移到采用真实过程数据的以实践为
导向的应用程序上，目前还是一个挑战
（23）。之所以这样，原因主要是模拟

测量的及模拟的模具内压变化以及 DTW 通讯计算。
（27）资料来源：IfW / VM；图片：© Hanser

数据与试验数据的异质的数据结构。

创建相适合的数据库

据库。因此，在一个随机试验方案的基

的射入流量以及增压程度将按照拉丁超立

础上既要进行实际试验也要进行模拟。

方体方案在预定义的参数范围内确定。

在 IfW 研究所与 VM 工作组合作的框

为了以尽可能小的试验工作量获得最大

对于所有测试配置都记录了不同的过

架内，人们实施了模拟数据与真实数据的

的关于过程的信息量，人们制定了一个

程数据以及确定了质量特征（表格 1）。

对比，以便紧接着以最小的试验工作量确

组合式的试验方案，它由一个拉丁超立

出自试验方案的调整值被用于模拟模型的

定运行点。通过建立用于不同的工件选项

方体设计（24）及一个全因子试验方案

参数化及注塑过程的参数化。试验过程提

的模型，就可以把在模型中产生的知识转

组合而成。拉丁超立方体方案可以帮助

供了数据，这些数据作为时间序列在注塑

用到其它工件变体上。在这里人们使用了

实现在较少试验工作量的情况下均匀地

机上记录下来并且在模拟中进行计算。对

一个模具，在这个模具上通过四个不同的

覆盖多维因子空间（25）。在此，试验

于进一步的建模，过程数据的整个时间序

型芯改变了工件的壁厚。利用从三个型芯

点将随机地且尽可能均匀地分布在参数

列将被进一步处理，因为，如最小值、最

获取的数据，模具就得到了训练，并紧接

空间内（26）。不过，在注塑时基于热

大值或者整数值等导出的特征值有可能会

着用第四个型芯的数据进行试验。在此将

惯性及启动行为，强烈变化的因子设置

导致信息的流失。工件的性能将通过质量

对利用不同的机器学习方法进行预测的预

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在塑化单元上的

特征厚度及重量而被量化。进行对比的基

测质量进行评判。

加热区温度以及模具温度等参数将在两

本前提条件是，在模拟以及注塑过程中对

个固定的因子级别上变化。按体积计算

因素、过程数据和质量特征以及这些变量

成功建模的基础是有一个相适合的数

的量化做出等效描述。

将测试数据与模拟
结果进行对比
模 拟 是 采 用 Moldﬂow Insight
2019.0.5（Autodesk） 软 件 进 行 的 并
导 出 所 计 算 的 过 程 数 据 的 时 间 序 列。
实 际 过 程 数 据 是 通 过 注 塑 机（ 型 号：
Allrounder 320 C Golden Edition， 制 造
商：Arburg）的控制系统导出的。被检测
的工件是一个长 160 毫米的扁尺（图 1）。
这个扁尺的厚度则通过四个不同的型芯在
2 至 5 毫米之间变化。通过用三个工件厚
度的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以及用第四个工

这个扁尺被用来确定实际的及模拟的工件性能。© I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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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厚度的数据对模型进行试验，人们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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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从经过学习的模型向未学习的工件传
递进行测验。
为了能够对一个模拟对真实试验的描
述程度进行量化评判，人们通过 DTW 通
讯（动态时间规整）对模拟的以及在试验
中记录的过程数据变化进行了对比，这些
变量包括射入体积流量、模具内压、型
穴的体积填充以及螺杆体积等。尽管它
们是非常异构的数据结构，借助 DTW 算
法也能够将这些过程数据变化进行对比

设置变量测试计划

过程数据变化

质量特征

注射体积流量 [cm³/s]

注射压力 [bar]

厚度，四个测量点 [mm]

增压水平 [bar]

注射体积流量 [cm³/s]

重量 [g]

缸体温度 [℃ ]

模具内压 [bar]

模具温度 [℃ ]

型穴体积填充 / 螺杆体积 [%]

测试计划参数、过程数据变化及质量特征，
用于产生相适合的数据库。资料来源 : IfW

（图 2）。这一对比对于后续步骤计算相
似度是必不可少的。相似度描述了模拟数
据与实测数据的一致程度。为了计算相似
度，人们计算了所有过程数据的归一化的
DTW 通讯之平均值以及归一化的质量特
征之测量值与模拟值之间的绝对偏差的平
均值。所计算的相似度的值较高时，说明
模拟与实际试验之间非常相似。
为了能够给出结论，哪一种试验配
置时模拟可以取代实际试验，以及哪些
参数值必须经过实际测验，人们对一个
ML 模型进行了训练，使它能够对设定值
与计算的相似度之间的关系做出描述。
当预测相似度高时，可以利用模拟代替
实际试验（表格 2）。

预测工件性能以确定运行点
人们用相适合的数据库以及以此为基
础的相似度分析和预测对另一个模型进行

用于数据推动确定合理的设置数据集的模型
方案。资料来源 : IfW; 图片 : © Hanser

训练，它可以在组合数据源的基础上对取
决于机器设置参数的注塑工件的质量进行
预测（图 3）。用于预测相似度和质量的
模型可以借助下述方法进行训练：
• 使用正则化方法进行线性回归（岭回归、
Lasso 回归、Elastic Net 回归），
• 随机森林，
• 自适应提升，
• 梯度提升，
• 极端梯度提升。
为了评估这些方法的质量，将使用
均方根误差（英文：Root Mean Square
Error， 简 写：RMSE）。 预 测 的 重 量 和
工件厚度的计算值与所使用的模拟部分的
关系做出的表述，显示了非常好的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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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件厚度及工件重量的预测结果，根据所使用的模拟部分进行表述。
（27）RMSE：均方根误差资料来源 : VM;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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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对于计算工件厚度的值，可
以通过确定曲线的拐弯处（28）来确定
一个合理点，这个点描述了模拟数据量与
预测误差之间的合理折中。按照这样的方
法，可以减少实际试验工作量约 62%，
而且预测质量让步很少。

前詹
通过借助 DTW 通讯及计算相似度方
法的模拟数据与实测数据的对比，就开发
出了一个用于评判模拟质量的成功的方
法。这里介绍的模型可以使人们做到，通

厚度 [mm]

最高缸体温度
[℃ ]

模具温度
[℃ ]

注射体积流
量 [cm³]

增压 [bar]

相似度 [% ]

4

270

50

49

496

98,6431

4

250

80

49

496

98,5992

2

270

80

23

406

98,5638

5

250

50

33

443

98,5402

过程设置，在这个设置时测得了模拟数据与实测数据
之间最高的相似度。（27）资料来源：IfW / VM

过利用在流动模拟中产生的认知，大幅度
减少用于确定取决于机器设置参数的工件

工件厚度的可转移上得到了展示（27）。

的可用性成为可能。通过这一切，将来在

性能的实际试验工作量。预测工件性能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在这个项目中开

校模框架内就可以以大大减少的资源支出

高精确度显示，建立在模拟数据及实测数

发的模型将在下一步运用到更复杂的模具

做出质量预测。未来调查的课题是，根据

据基础上的模型是切合实际的。从模型到

上。通过将产生的认知转移到未知工件上

工件复杂程度对向未知工件可转移性的质

未知工件的原则上的可转移性已经在不同

以及不断扩大数据库，就使模型在实践中

量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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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型穴的质量保证
自动化过程调控的注塑过程——一个立方体模具的举例
采用分成两部分的立方体模具 Reversecube 可以在一台设备上每年生产六千万个多元素组
件并在同一个过程中对其进行组装。在这里必须保证非常短的周期时间，同时还要保障稳定
的过程及高工件质量。因此，采用 Priamus 公司的 Fillcontrol 模块就实施了基于传感器的
监视和自动化过程控制。模块包括了热流道平衡、黏度和压缩控制以及自动化保压切换。
塑料件从技术上讲挑战性越来越强，

司（ 位 于 Salach） 的 经 理 Erwin König

具内部实时获取过程数据。它可以发现型

而且对其功能性和尺寸稳定性的要求也越

介绍了当前面临的挑战。总部位于瑞士

腔内的填充时间差异，监视黏度和压缩，

来越高。不适合注塑的设计或者波动的材

Schaﬀhausen 的这家企业专门致力于用

以便自适应地优化过程。

料质量，比如使用了回收料或者生物塑料， 于注塑过程的质量保证、控制和调整系统。
以及一般性的过程波动，这些也都是挑战。

König 以一个 Foboha 公司制造的反

与此同时，单件成本压力也在升高。因此， 向旋转立方体模具 Reversecube 为例，
过程要更加自动化，周期时间要更短，还

描述了如今的过程监视、控制和调整有多

有型穴数也要更多。但是，变得更复杂的

么复杂：“塑料加工企业 Hermann Hauﬀ

过程也需要得到改善的监视和控制选项。

公司的多元组件的传统加工生产非常忙

“当周期时间变得更短而工件却

碌。使用新的 Reversecube 模具是为了

变得更复杂时，型穴数在提高但批次波

保证模具的 2 x 24 穴能够在填充时保持

动却加大时，工件质量就会有越来越多

一致，并以此来保证过程的高度稳定性

的问题，比如因为所有型穴没有同时被

以 及 工 件 的 高 质 量。” Hauﬀ 公 司 使 用

充 满。 在 这 样 的 条 件 下， 过 程 靠 人 工

Priamus 公司的 Fillcontrol 模块对过程实

监 视 和 控 制 已 经 不 能 满 足 需 要 了”，

施了基于传感器的监视和过程调控。为此，

Priamus System Technologies GmbH 公

模具壁温度传感器和模具内压传感器在模

热流道平衡可补偿
填充时间差异
“在多型穴模具上，对工件质量起
关键作用的是所有型穴同时充满。利用模
具壁温度传感器我们就能知道型穴中的容
积填充水平，并能够根据各自的熔体流量
自动地进行补偿，直至达到一个平衡的状
态。只有到这个时候所有型穴的切换点才
能合适，而不是只有其中一部分”，Erwin
König 解释了调控的原则（图 1）。在流道
末端的温度传感器通过急剧升高的温度辨
认出一个单个的型穴什么时候被充满了。

控制回路可减少黏度波动
“填充时间的差异将通过自动化地重
新调整热流道喷嘴而得到补偿。这样我们
就能做到同一时间充满模型。这是一个连
续的过程，它也能找平过程和批次的波动。
比如一个 2 x 24 穴的手工调整将会非常
耗费精力，特别是当遇到多元应用时。通
过自动化的热流道平衡，我们能根据应用
的不同将填充时间差异缩小约 10 倍”，
König 这样说。
一个额外的控制系统将根据熔体黏度
的不同在正确的时间点将过程切换到保压。

立方体模具 Reversecube 的上下排列的两个半型以 这个享有专利的切换程序建立在辨认熔体
90˚ 的步进相互逆向旋转。下边：元件 1 的注射及冷却， 前沿的基础上。与通过螺杆体积或模具内
模拟；上边用于元件 2，180˚ 错位。© Foboha 压阈值的刚性切换不同，自动化切换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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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波动考虑在内。这样，切换会准确地
发生在型穴在体积上被充满之时（图 2）。
由于黏度波动和熔体流波动会影响尺
寸精度和成型件质量，人们将利用模具内
压传感器和模具壁温度传感器对黏度进行
监视。在这里将通过压力和温度确定剪应
力和剪切速度，并从中推导出黏度。
“使用新模具时将先用人工对过程进
行调试，并将从中确定的剪应力值和剪切
速度值作为参考值储存下来。在运行的生
产中如果显示有偏离这些值，系统会自动
地做出调整。在此，热流道里的和注塑单
元里的温度以及注射曲线都会被调整。如
此，我们就能够将波动缩小一半还多”，
Erwin König 对黏度调节这样描述。

压缩控制系统
监控熔体的压缩

通过螺杆路径或压力阈值等固定值的切换在黏度波动时会引发不同的
填充水平（1）。通过流动前沿位置的自动化切换会将其找平（2）。
SL：开关电平（手动配置时的边界值）；SLP——开关电平点（自动
精确识别的界限值）资料来源 : Priamus; 图片 : © Hanser
到流程内部。之前我们必须一直试，直至
我们得到想要的结果为止。现在我们能快
很多地达到具有好结果的稳定过程，因为
我们能够从测量数据中得出许多与过程相
关的信息”，Erwin König 说明了传感器
的优点之一。

个工件都是可追溯的。

传感器降低了过程成本
并提高了工件质量
“从技术上讲，如今注塑过程可以无
需用户做更正而全天候地完全自主运行。

如果没有线上监视，靠抽样的质量

在实践中，自动化使一名操作人员可以同

成型件的强度、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

监控是受限的且由于过程波动使问题常

时照顾之前无法做到的多台机器。更少的

与熔体在注塑过程中收缩了多少有关。因

常不会被发现。通过基于传感器的监视

停机确保了更多的出产。周期时间也能够

此，在为一个工件校样时会把所希望的收

第一次能够做到对所有工件在整个生产

进一步缩短，因为通过对压力和温度的测

缩值作为参照值储存下来并且在生产中一

过程中的百分之百的监控。过程偏差能

量过程可以得到优化”，Erwin König 描

直监视模具内压。

够通过测量立即被发现并通过系统进行

述了改进的可能性。

如果由于过程波动测量到偏离参照值

重新调整。这样，废品就大大减少了。

的收缩值，就会对增压曲线一直调整，直

即便仍然有坏工件出现，它们也会被自

至保压阶段在型穴内达到合理的收缩值为

动拣出。通过百分之百的工件监视，还

进步。作为举例他提到了 Priamus 公司

止。“只有通过传感器我们才能真正观察

可以做到对注塑过程的完整记录并且每

的紧凑型传感器，它也被用在现在这个应

此外，这位经理还以“更小、能力更强、
更结实以及更好用”来说明传感器技术的

用中。一个典型的模具壁温度传感器现在
直径只有 1 毫米，这对模具的设计来说一
般是没有问题的。它也不再靠线缆直接连
接，而是通过垫片与联轴器相接。这样就
产生了一个紧凑的、容易操作的解决方案。
在清洗和维护工作时不必将模具拆开，线
路也不必拆掉。
紧凑型传感器既有温度传感器也有
压力传感器。对于高磨蚀性的模塑料可以
使用专门的耐磨传感器，它们在一般情况
下至少具有长十倍的使用寿命。在压力传
感器上都配有 Priamus 公司独家提供的
享有专利的传感及灵敏度检测器 ( 型号：
Priased)，它能够大大简化操作并避免设

采用模具壁温度传感器可以测得各个型穴中不同的体积填
充水平。这个结果将根据相关的熔体流动通过自动化平衡
来找平，直至所有型穴被同时充满。© Pria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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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混淆错误的发生——特别是当模具中
需安装多个传感器时。
www.priam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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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批次的大优势
缸体模块的快速冷却为材料
更换创造了时间优势
一个新开发的塑化单元的冷却系统为材料更换
创造了明显的时间优势以及与此相关的温度曲线
的降低。初创企业 inmex 公司的快速降温系统使小批次量加工且经
常更换产品的注塑加工企业能够快速换装并制定灵活的生产计划。
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古老的智慧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适用。特别是在注塑领
域里，十分之一秒决定着盈利还是不盈利
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过，这里不仅聚焦于
周期时间，装备时间也是要关注的优化点，
比如像模具、颜色或材料更换的时间。现
在早已不是只有小批量和原型生产商面临
着经常换装时的巨大挑战。如今几乎没有
一种注塑产品还能够由长期不变的元件组
成。小批次生产已经具有更大的意义，这
尤其基于要求的变化以及越来越快的产品
更新。3D 打印竞争的加入使注塑加工商们
更难，这种方法现在在许多情况下已经能
够承诺实现更为经济的小批量产品的生产。
为了能适应这一发展，人们采用了模
具和清洗颗粒快速更换系统或者用于更换
颜色的更换装置。材料的更换则需要有一
个前瞻性的生产计划，在计划中会尽可能
安排从一种产品换到下一种产品时缸体温
度是增高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避
免缸体需要为下一个应用而降低温度，比
如像从 PA 转换到 ABS 材料时。模具更
换时的冷却时间可能会明显超时，这就会
导致不受欢迎的等待时间——这是一个成

快速降温系统只需要标准缸体模块
的四分之一的冷却时间。资料来源 :
inmex;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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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素，特别是对于那些小批量产品的加
工商而言。
inmex GmbH 公 司（ 德 国 Sankt
Augustin 镇）以一个所谓的塑化单元快速
降温系统（题图）来应对这一问题。在这
里，该初创企业（1）的高能效的加热系
统中加入了一个内置的冷却盘管，需要时
可在其中流过冷却水。使用者以这样的方
式就获得了高度的灵活性：加热系统可以
以最快快三倍的速度加热缸体模块，而缸
体的快速降温可以比标准情况快许多倍。

装有新开发的快速降温系
统的塑化单元。© inmex

通过一个机器控制的阀门开启。在回流道
中安装了一个回止阀，它在 0.3 bar 时打
开。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让蒸发残留水逸出，
而回流管中的水也不会进入。为了避免冷
却过程后残留水仍然滞留在管道中，并以
此预防发生沉积和堵塞，建议在每次冷却
后用压力空气将其吹出管道系统。

冷却过程更快更均匀

而这里的冷却系统作用原理即简单又
有效。在缸体的加热区里开出了一个螺旋
状的槽，在里面盘入精练钢管。控温系统
的外面由一个用于隔热的绝缘套管和一个
防止溅射的金属板套筒罩住。小系列产品
生产商也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做到节能式的
隔温。管端从这个绝缘层中伸出并在塑化
缸的下面彼此连接。
管道系统可以由机器上的水分流器供
给冷却水。冷却过程既可以由人工通过一
个额外的操作模块开始，也可以自动化地

在 一 台 注 塑 机（ 机 型：Allrounder
221 K 350-100；生产商：Arburg GmbH
+ Co KG，Loßburg）上使用带快速降温
系统的塑化单元与使用一个常见的商用装
置相比显示出明显的区别。标准缸体模块
没有做隔绝并在环境空气中冷却下来，而
inmex 装置是完全隔温的，并以水为基础
通过快速降温系统冷却。需要弥合的温度
差 为 100 K（ 从 300 降 到 200 ℃）。 进
料区冷却系统也是开着的，缸体是全热身
的。
带有快速降温系统的塑化单元缸体上
的第一个加热区（2 区）在 5.5 分钟后就
已经降到了 200℃的温度线，而没有隔热
的标准缸体则需要 15 分钟才能降到这个

经过第一阶段的加热后，缸体必
须等待阀门浇口喷嘴，直至可
以再继续加热过程。资料来源 :
Weidmüller; 图片 : © Hanser

缸体加热区采用水基快速降温系统冷
却，阀门浇口喷嘴降到目标温度需要
的时间要长十分钟还多。资料来源 :
Weidmüller; 图片 : © Hanser

冷却盘管集成于塑化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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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值（1 区）。直到最后一个温度感应器也显示目标温度时，
在 inmex 装置上花了 9.5 分钟，而在标准模块上则花了 37 分钟。
而且，使用快速降温系统的冷却过程进行的明显更均匀。从第
一个到最后一个 inmex 加热区降到 200℃，两者时间点之间的
差距只有 4 分钟；而在标准缸体上，当第一个也是最快的一个
加热区得益于相邻的进料区冷却而已经降到 200℃时，2 区的
温度才降到 260℃以上（图 1）。
为此，快速降温系统只需要一个标准缸体模块的四分之一
的冷却时间。在所描述的这个事例中，时间节约了 28 分钟，对
于使用更大螺杆的更大模块可以成比例放大。
在位于 Detmold 市（德国北威州）的 Weidmüller Interface
GmbH & Co. KG 公司人们也体验了相似的经历。这家加工企
业已经于 2019 年中就购置了一个可快速降温的缸体模块，带
有注塑机（机型：e-mac 50；生产商：Engel Austria GmbH，
Schwertberg/ 奥地利）用 18 毫米螺杆，并从那时起就广泛尝
试。“inmex 装置的冷却比一个通常的缸体模块明显快很多”，
技术专家 Philipp Nolting 对 Weidmüller 技术中心的尝试结果总
结道。“这是对该模块节省时间的加热行为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不足的是喷嘴的加热及冷却的延迟，而这最终决定着加热和冷
却阶段的持续时间。”

喷嘴拖延了加热和冷却阶段
在这个应用事例中所使用的气动阀门浇口喷嘴（类型：
SHP；制造商：Herzog Systems AG，Flawil/ 瑞士）基于它的
型号大小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加热和冷却，如 Nolting 进行的测量
所显示的那样。喷嘴的巨大影响在动力缸控温与标准喷嘴控温
配对时表现出了最坏的情况。塑化单元从环境温度 20 ℃加热到
聚酰胺的加工温度 270 ℃时，这个加热再结合机器给定的加热
区之间最大允许温差（这个事例中是 15 K）对加热时间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
过程刚开始时，集成于缸体内的加热最初的升温趋势很明
显，加热到 160 ℃仅用了 3 分钟。从这个温度开始，机器给定
的加热延迟就开始起作用，以便使加热区之间的温差不会过大。
这时候缸体开始等待阀门浇口喷嘴 5 分钟，直到可以再接着加
热。在此缸体加热区将根据喷嘴温度进行调控，这样，现在的
温度曲线就比前面那 3 分钟的明显平缓得多（图 2）。
冷却过程也显示了近似的效果。全身完全加热的缸体现在
在为加工 POM 材料做准备时被降温至 180 ℃。缸体加热区将
采用水基的快速降温系统被冷却，但是阀门浇口喷嘴在这里只
受到很小程度的影响。当缸体在大约 4 分钟后就达到了设定值
时，喷嘴则需要 15 分钟。8 分钟后靠人工关掉水冷却，然后再
次开启加热过程（图 3）。

结论
这些测试展现了带有快速降温系统的塑化单元在加热及冷
却时的巨大潜力。材料的更换能够以这种方式明显加速。但是
它也展示了，迟缓的喷嘴加热能够使这种效果变得部分无效。
因此生产商建议，在系统中使用更加动态的、内部加热的喷嘴，
以便能够充分利用优点。www.inmex.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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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回收进展如何？
不同方法及提供商的概览
长期以来，化学回收被认为是对已成熟的材料性处理工艺的不完整的补充。不过随着时间的
推移，有几种技术正在跃入大规模的工业应用：这里是对不同的工艺及提供商的一个概览。
在欧盟 (EU) 范围内每年会产生大约

成本效益，而且回收料的质量常常也达

架以及大型聚合物及产品制造商要求有更

三千万吨的塑料垃圾，其中约二千九百万

不到足以能够在大规模的生产中取代新

快的发展。多家企业不久前已经宣布建造

吨会被再次收集。总起来约有 32% 的收

物料，所以目前这些材料性回收受到明

大型技术设备，其中一部分应该于 2021

集来的消费后塑料将被再利用。而明显更

显的限制。化学回收技术为处理来自终

年投入运行。一系列这样的项目建立在合

大的另一部分则被送进垃圾焚烧炉或者进

端客户的垃圾提供了替代性的路径。它

作及合资的基础上，比如塑料生产商与垃

入垃圾填埋场。欧盟以“绿色交易”计划

们有能力对材料性处理无法回收的垃圾

圾处理公司的合作，从这样的合作中才能

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产业战略——至

流进行处理，并以此提供了塑料垃圾再

产生技术与供应链的协调效应。虽然整个

2050 年欧盟应该实现气候中性，它规定

利用的可能性，这些垃圾之前只能用来

相关领域显示出很大的创新动力及很高的

要建立一个清洁的循环经济。比如所有欧

获取能量或者投入填埋场。这种垃圾涉

投资意愿，但是却因为缺少相关的法律法

盟市场上用的包装都必须是可再利用的或

及的是比如混合的垃圾流以及被强烈污

规而弥漫着一种不确定性。在欧洲，化学

者可回收的。计划中要求在 2030 年度所

染的或者多层的材料。由于这些技术现

回收行业在等待作为启动信号的明确的政

有包装材料的回收率就要达到 70%。为

在还处于发展初期，其提供商们就面临

策框架条件。在这个方向上下面的关键步

达到这些新目标，深度的措施及巨大的投

着展示这些技术之潜力的挑战。

骤就是期盼政治上的决策，这些决策将显

资就必不可少。除了传统的材料性回收外，
范围广泛的化学回收技术也进入了人们的
关注（图 1）。
由于收集及回收系统还没有足够的

等待一个信号

著增加回收行业的活力。根据它们，将在
欧洲层面上使各种不同工艺的回收配额计

许多企业已经开发了可小规模使用的

算方法清晰明确。根据现有的来自布鲁塞

化学回收技术并且已经实施转化。政策框

尔的消息，相关的评定将在生命周期评估
的基础上确定。温室气体减排与化石聚合
物相比将必须达到一个至今尚未确定的最
低值。

可用的技术
目前正在开发哪些化学回收工艺，它
们进展到什么程度了，nova 研究所在一
份市场报告中对此进行了调查。它同时也
公开了哪些企业在致力于各种不同的技术
（1）。至今所开发的化学回收工艺以三
个从根本上就不同的机制为基础：溶剂型
溶解、解聚和转换。

溶解：选择性分离热塑性塑料
通过溶解（去离子）可以去除塑料
中的污染物，而不会改变聚合物的分子
结构。取决于基础定义或者说分类系统，

© Adobe Stock, SMAK_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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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对它属于化学的、物理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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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化学回收塑料垃圾的不同方法的概览：对于所有的方案都有不
同的工艺供使用。资料来源 : nova-Institut; 图片 : © Hanser
机械性的回收工艺还有争议。该方法是

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内在美国的俄亥俄州

质或其它非目标聚合物分离开，然后才能

在一种相适合的溶解剂中对塑料中的目

投产运行一台生产能力达 48000 吨 / 年

通过聚合反应合成为新的聚合物。总的来

标聚合物进行选择性的溶解和分离。紧

的商用设备。所用的技术可加工聚丙烯

说，解聚既可以通过热能（被称为热解聚）

接着，未溶解的组成部分如添加剂或着

(PP) 垃圾，并包含去污除臭工艺。该设

也可以通过热能与化学剂（溶剂分解或酶、

色物质等将被去除，然后目标聚合物就

备由 Procter & Gamble Company 公司

酶分解）的结合而引发。

会从溶解剂中沉淀出来。溶解方法的机

开发，并通过与 PureCycle 公司的合作

制仅限于热塑性塑料，它即可在化石基

进行了进一步的开发。

的也可在生物基的聚合物上使用（表格
1）。Nova 研究所在全世界确定了六家

解聚：分裂及再合成

采用溶剂分解可加工一系列的化石基
和生物基的聚合物（表格 1）。对于这种
工艺，Nova 研究所在全世界确定了 14 家
企业（表格 2），他们能够以可达 10800

企业（表格 2），他们能够以可达 8000

与溶解方法不同，解聚法将聚合物分

吨 / 年的生产能力提供相关的技术。这里

吨 / 年的生产能力提供这一技术（1）。

裂成它的基本构成体，即分裂成单体、二

要特别提到一个项目名称为 PURe-Smart

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高的生产

聚体或低聚物。分裂后，这些基本构成体

的欧洲联盟，他们由多国的伙伴组成。

能 力。 比 如 PureCycle Technologies

常常还必须与塑料成分如添加剂、着色物

其中包括 Ayming 公司、Covestro 公司、
Ecoinnovazione 公司、根特大学、鲁汶大学、

技术

投入材料
溶解

PE、PP、PS、PVC、PLA

溶剂分解

PA、PC、PET、POM、PUR、CA 、PB AT、PB S、
PH A 、PLA

溶剂型

La Mancha 大 学 (UCLM) 和 WeylChem
InnoTec 公司。在这个项目中将寻找从聚
氨酯产品 (PUR) 的线性生命周期过渡到循
环经济模型的路径，这将涉及到 PUR 再
制备的整个价值链。Covestro 公司、鲁汶

热解

宽 范 围 的 聚 合 物 如 PE、PP、PET、PUR、PS、
PMMA、PH A 、PLA、弹性体及生物垃圾

大学和 UCLM 负责化学分解技术的部分。

气化

潜在的所有类型的塑料垃圾、弹性体及生物垃圾

率，其纯度达到 97%。

酶分解

PET、PUR、(PA、PE、PS)、CA 、PH A 、PLA

热化学

生物化学

Recticel 公 司、Redwave 公 司、Castilla-

可用的回收技术及其所投入材料的概览：生物基的聚合物标注
了油脂量，插入式聚合物没有特别的标注。它们可以与化石基
的对应物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处理。括号中的聚合物代表对
过程有特定的限制。资料来源 : nova-Instit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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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艺至今达到了 98% 的聚醚多元醇获取
与所有其它工艺相比，酶分解还处于
开发的非常初期的阶段，至今只有一家企
业能够提供相应的技术（表格 2）也说明
了这一点。理论上讲，这个工艺能够加工
一系列的化石基的和生物基的聚合物。不
过对于几种聚合物来说，比如聚酰胺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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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 (PE) 和聚苯乙烯 (PS)，估计多少
会有一些可行性上的限制（表格 1）。法
国企业 Carbios 公司目前正在计划建造一
套示范性设备，其生产能力可达 50 000 至
100 000 吨 / 年。酶分解的优点是相对温和
的反应条件（比如大气压力、室温温度）
以及通过酶和代谢工程进行微调节的潜力。

转化：塑料和化学品
的初始材料
塑料垃圾的转化是通过热解或气化等
热化学过程完成的。在这个方法中聚合物
会分裂并转化成更简单的分子。在这个过
程中产生的分子从化学角度讲有别于聚合
物构成体，这些构成体是在聚解中产生的。
在这里所获取的物质经常是液体或气体，
它们作为初始材料能够被用在塑料、化学
品及燃料的生产中（2）。不过这里可能
需要有其它的前置处理步骤（精制）。
热解法可以用在一整系列的化石基
和生物基聚合物上（表格 1）。与溶剂型
工艺相比，包括受到生物废物污染在内的
垃圾的异质性增加对该工艺来说问题不
大。Nova 研究所在全世界确定了 44 家
企业可以提供相应的技术（表格 2），生

国家

技术
溶解
澳大利亚
比利时
德国
2
欧洲（联合体） 芬兰
法国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加拿大
1
卢森堡
荷兰
1
挪威
奥地利
波兰
瑞典
瑞士
西班牙
泰国
捷克共和国
匈牙利
美国
1
英国
1
总合
6

溶剂分解
1
1
1
2
1
2
2
4
14

热解
3
3
1
3
2
1
1
3
1
4
1
1
1
1
1
1
1
1
11
3
44

气化
2
1
4
1
8

酶解
1
1

总合
3
1
5
2
3
2
2
3
1
7
1
7
1
1
1
1
2
2
1
1
1
20
5
73

化学回收技术的提供商数量，按国家列出：特别是在北美和欧
洲有许多企业致力于这些工作。资料来源 : nova-Institut

产能力可达 38 000 吨 / 年（1）。在这一
工艺过程中获取的裂解油必须经过后续
的加工步骤才能被用于生产聚合物。在
ChemCycling 项目框架内，BASF 公司和
热解新创企业 Quantafuel 公司等企业计
划用化学回收的塑料生产商用产品。
与热解法相比，气化法能够加工范围
更广的塑料垃圾，包括由于生物废物而增
加了污染度的垃圾（表格 1）。Nova 研
究所在全世界调查到了八家企业能够以达
100 000 吨 / 年的生产能力提供这一技术
（1）。除了生产合成气外，还有将气化
与气体发酵过程相结合的技术供使用，以
便对生产出来的合成气或者其它化学品进
行合成。
只靠材料性回收或者只靠化学回收都

对于塑料制备有着不同的回收处理工艺。这些工艺产生的产品可以在塑料工
业的不同层面中作为原料使用。资料来源 : nova-Institut; 图片 : © Hanser

不可能建立一个顺畅的循环经济系统。但是

的方向转变布局。这些所能提供的技术为

将各种方法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对整个塑

加工所有垃圾流提供了范围很宽的可能性。 个被纳入循环经济中的现代化可持续的塑

料工业包括垃圾处理在内向完全循环经济

在欧盟塑料战略中确定的目标如果不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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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回收技术是无法达到的。因此，一
料工业没有化学回收的话是成功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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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最大的 PET 回收工厂
使用史太林格回收技术
最近在新南威尔士州阿尔伯里市建成投产的澳大利亚循环塑料 PET 回收工厂配备了一条来自史太
林格的 recoSTAR PET 215 HC iV+ PET 瓶到瓶回收线，该生产线每小时产能约为 2.5 吨 rPET。

图 2: rPET 颗粒将用于生产新的食品和饮料包装——这是
一个功能循环包装系统的完美例子。©Starlinger

图 1: viscoSTAR SSP 反应器中的真
空处理用于 IV 增加和去污，使回收的
PET 可安全用于食品接触包装。©CPA

每个成员都提供了其在该项目中的专业

展，并帮助在澳大利亚建立起塑料包装

知识和经验：Cleanaway 通过其收集和

闭环系统。”

分类网络提供要回收的塑料，Pact 运营

Pact 的 常 务 董 事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澳大利亚循环塑料 PET 公司是 Pact

该设施并提供技术和包装专业知识，而

Sanjay Dayal，他说：
“这家位于阿尔伯里 •

集团、Cleanaway 废料管理有限公司、

朝日饮料、CCEP 和 Pact 则从该设施购

沃东加（Albury Wodonga）的先进工厂

朝日饮料和可口可乐欧洲太平洋合作伙

买回收塑料用于包装。阿尔伯里工厂的

的开业为澳大利亚塑料回收行业带来了

伴（CCEP）之间的合资企业。Albury 新

投产将有助于将当地采购和回收的 PET

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该工厂与我

安 装 的 recoSTAR PET 215 HC iV+ 将

数量从每年约 3 万吨增加到 5 万吨，增

们的合作伙伴一起，通过在澳大利亚回

消 费 后 的 PET 薄 片 转 化 为 可 食 品 接 触

长了三分之二以上，并大大减少澳大利

收和制造 PET 饮料瓶和食品包装，创造

rPET 颗粒。首先对热洗薄片进行两个阶

亚对进口的纯塑料和回收塑料的依赖。

了真正的循环经济，而无需从海外进口

段的预加热和预干燥，以便进一步优化

CPA（PET）Albury Wodonga 设 施

挤出效果。在挤出、过滤和水下造粒后，

得到了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减少浪费，

澳大利亚循环塑料公司正在墨尔

生产的 rPET 颗粒在下游 SSP 反应器中

回收更多”倡议的 500 万澳元的资助，

本维多利亚州北阿尔托纳市建造第二个

进行真空处理，以增加 IV 值和高效去污， 并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回收现代化基金
为 rPET 颗粒的食品接触应用做好准备。 的支持。

PET 回收工厂，该工厂将配备史太林格

塑料材料。”

recoSTAR PET 330 HC iV+ 回收线，并

澳大利亚循环塑料公司（CPA）计

史太林格回收技术的商业主管 Paul

划每年回收 30,000 吨通过特定回收装置

Niedl 说：“这家合资企业是一项重大成

以及街道收集的消费后 PET，并将使用

就，具有优先地位，我们感到自豪的是，

PET 饮 料 瓶。 该 工 厂 将 在 2022 年 4 月

食品级 rPET 颗粒作为原料生产新的饮料

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

开工，预计 2023 年完工。

瓶和其他食品和饮料包装。合资企业的

澳大利亚循环塑料公司致力于可持续发

www.starli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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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配备目前全球安装的最大 SSP 反应器。
它 将 有 能 力 回 收 相 当 于 每 年 约 10 亿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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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而非更换
CFK 工件的无切屑的维修方法
CFK 工件常常是在恶劣环境条
件下连续使用，比如飞机和动
力车辆。在许多情况下，当出
现损伤时 CFK 结构会简单地通
过新工件替换掉。这主要是因
为既有的修复方法工作量太大。
现在，人们可以采用一种新方
法很容易地对有缺陷的 CFK 结
构进行局部修复。

模拟支持的 CFK 工件修复工艺的概述：该方法可以实现损伤
位置的有针对性的修复。资料来源 : ITM; 图片 : © Hanser
如在汽车和航空工业中，对高效的且基于

法大多数基于采用切削办法去除受损区的

需求的 FVK 组件的维修方案的需求也在增

部分并紧接着将新的 CFK 补丁粘合或铆接

长（2）。CFK 结构上需要修复的损伤来

上去（4-7）。

自多方面的原因。在使用期间最经常出现

德勒斯登工业大学（TU Dresden）

的损坏类型有材料疲劳、
运行负载的升高、

的纺织机械及高性能纺织材料技术研究所

冲击或碰撞应力、维护时的损坏、接触腐

(ITM) 开发的修复 CFK 工件的方法采用

蚀和特殊载荷工况等。

的是另外一个原理。在这个方法中，通过

对这类损坏进行修复而又不增大尺寸

使用无机半导体氧化物 (HLO) 以及采用

长纤维增强的纤维复合塑料 (FVK) 的

或者说改变壁厚，可以通过完全更换掉损

紫外线 (UV) 光有针对性地照射，使基体

使用在不断增加（1）。这首先是因为人

坏的 CFK 工件来实现。不过，这种办法是

材料在受损区域发生氧化降解并使碳纤维

们希望降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

不可持续的，而且通过必需的新工件也必

结构完全暴露。这个已经完成的研究项目

提高能效但同时又得到极好的机械性能及

然抬高成本（3）。所以，人们开发了用于

的目标是，开发一个可灵活使用的修复方

提高的经济效益，这些愿望促使人们更多

特殊工件组和个别案例的不同的修复方法， 法，以修复有缺陷的多轴向承受负荷的薄

地运用轻结构的解决方案。随着目前急剧

可惜这些办法常常需要大量的人工修复，

壁 FVK 工件。该方法基于三个过程步骤

增长的对碳纤增强塑料 (CFK) 的使用，比

并因此没有足够的可重复生产性。这些方

（图 1）。首先是借助模拟方法设计一个

在这个工艺中，损伤位置（1）将借助一个 UV-LED 照射器（可见图 3）
进行处理。在由此而暴露出来的待修复区域（2）上将紧接着去除损伤的
纤维（3）。做好准备的修复区域（4）将进行清洗、激活并通过一种粘合
促进剂为贴上补丁做好准备。资料来源 : ITM; 图片 : © Hanser

在修复区域上去除基体材料时借助了
一个 UV-LED 照射器。与其它方法
相比它省去了人工工作，这就提高了
可重复生产性。© I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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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对于修复，将在准备好的位置上贴上一个补丁：（A）贴上
第一个补丁部分，（B）贴上第二个补丁部分。接着进行再
渗透（C）。资料来源 : ITM; 图片 : © Hanser

不同补丁选项的断裂力 (Fmax) 及这个 Fmax 时
的延伸率。资料来源 : ITM; 图片 : © Hanser

适应负荷的纺织补丁。接着通过有目标的

维表面上的差异，并为后续的修复过程步

辅助树脂浇灌工艺 (VARI) 为基础的再浸润

UV 照射局部去除受损区域的基体。然后

骤做好准备（图 2）。

方法用修复基体系统把这里再填满并固化

将生产的纺织修复补丁附着到修复位置上

对 于 这 个 项 目， 可 使 用 Heraeus

（图 4）。作为树脂系统，可使用不同的

以便再填满这里，最后用树脂对这个部位

公 司 制 造 的 Semray 4103 型 号 的 UV-

选项（RIMR 135；ER0051；ER5500）。

重新渗透。

LED 照射器，其辐射面为 45 mm x 154

经过对复合材料机械性能的定性，用来生

为了做到符合负荷的且与原结构兼容

mm， 波 长 395 nm（ 图 3）。 这 样，

产试件的最开始的树脂系统被选为首选的

的修复，人们建立了一个模拟模型，用它

损伤区域内的长丝就能够几乎完全暴露

选项，因为在测试中它具有最高的强度。

就能够设计出纺织修复补丁。为此，将建

（8）。不过为了能够在复杂的厚壁三维

在一个提高了复杂程度的功能性样品

立一个由直线织物构成的复合结构模型。

FVK 工件上成功地实施仅限于局部的基

（工件厚度达 2 毫米）上成功地进行了测

为了能够复制增强纤维，可以使用一个带

体完全去除，必须对功率和照射面积等

试，并成功地在两个薄壁 FCK 展示件上

有壳元素的中位模型，在这里材料建模是

辐射参数以及辐射器的安装空间进行调

测试了所开发工艺的实用性。在平展的复

基于三层层压法进行的。对于有弯度的工

整。此外，后续的清洗和使用等离子炬

合材料板上通过 CNC 铣床做了即定的破

件，将建立一个悬垂模型。复合材料将通

进行重新浆纱等过程还需要进一步的研

坏，即所有纤维都在负载方向（0˚）上被

过使用区域叠合技术 (DST) 由纺织模型与

究。由于工件中的暴露长丝与二维织物

切断，这导致了剩余承载能力变为 0%。

基体模型结合而生成的。

修复补丁之间的附着力不足，会导致复

借助这一工艺被修复后的试件将按 DIN

修复模拟是借助一个受损试样进行

合材料性能的降低。一个可能的解决方

EN ISO 527-4 标准做复合材料拉伸试验

的。人们进行了一个具有变化的修复补丁

案是采用等离子炬的分两步处理：第一

进行定性。修复后的试件在 0˚ 方向上的

重叠长度的参数研究，然后在试验及模拟

步先用压力空气去除残留在长丝上的分

断裂力可以达到未受损伤的 FVK 对比材

中对通过各层之间的层间剪切实现最佳的

解的基体残留物，第二步是用一种粘合

料的大约 55%，而且与生产修复补丁时

能流所必需的重叠度进行了分析。模拟显

促进剂进行重新上浆。在测试中使用了

的纺织制造工艺无关（图 5）。

示，随着修复补丁重叠长度的增加，修复

Michelman 公司的 EP 871 促进剂。

处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也在提高。这个模

使用 UD、TFP 和 MLG
补丁进行测试

型通过与试验性调查的对比得到了验证。
这说明，当补丁与现有工件之间的力附着
合理时，就能够几乎完全恢复工件的结构
力学性能。

UV 光而非人工去除

成本下降 80%
由此可见，这个所开发的工艺为单维
度弯曲的薄壁（薄至 2 毫米）CFK 工件

薄壁 FVK 工件（四层双轴向增强稀松

提供了一种可行的修复方法。由此，之前

布 [(0/90)2]，厚度 = 1.5 mm）上面之前暴

被完全损伤的试件经过修复后，在壁厚不

露的并再次上浆
（粘合促进剂）
的修复区域， 变的情况下可以恢复超过 50% 的承载能
在第三个步骤中可以借助一个二维的织物

力。与完全更换 FVK 工件相比，成本可

之后在模拟结果的基础上在修复区域

补丁和树脂系统的再渗透得到修复。作为

降低达 80%。

进行局部去除基体，在这里通过采用 UV-

修复补丁，在这个项目中使用了出自单向

不过，对于更为复杂的、多维度弯曲

LED 照射激活半导体氧化物而达到目的。

层 (UD)、订制光纤铺垫 (TFP) 和多层织物

的厚壁三维 FVK 工件，它们的修复以及使

通过这个方法将引发聚合物自由基的分解。 (MLG) 的切片。所有这些补丁都是基于原

其在拉伸试验中恢复超过50%的承载能力，

对于这个过程步骤，需要通过对表面性能

始材料为 Toray T700SC 50 C 800 tex 的碳

这些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这里，一个借

的评估以及使用光学分析、机械分析和热

纤维。它们是根据模拟结果并考虑负载情

助模拟手段设计的、符合要求的带有暴露线

分析来确定过程参数。在这之后将进行清

况而设计的，用机器生产的，然后进行纺

头的三维织物补丁，以及在修复位置上的顺

洗或激活，同时借助一个等离子炬对暴露

织物理学的定性（基重、线数、粗细）并

序分层的并因此有暴露纤维的三维基体结

的碳纤维重新进行浆纱。在此将通过有针

与参照物
（之前去除的纤维物质）
进行对比。 构，这两者对于在补丁与原有工件基体之间

对性地处理和加入一种粘合促进剂平衡纤

在修复位置上打上补丁后，将采用以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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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足够的力传递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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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燃料电池的更薄的双极板
利用改性的导电化合物生产双极箔卷
双极板是燃料电池和氧化还原液流电池中的核心部件之一。它是用含有可导电
材料高填充成分的塑料化合物做的。为了节省空间、成本和重量，人们对更薄
的选项的期望在升高，但又不能影响其坚固性和长寿命。用改性聚合物可以做
到这些。采用一种新技术就可以像卷材那样加工这种双极箔。
可持续能源对未来的供电具有重要

可，就必须对燃料电池和氧化还原液流

(PPS)、聚偏二氟乙烯 (PVDF) 和酚醛树

的意义。由于来自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受

电池中的核心元件双极板进行进一步开

脂。PP、聚乙烯 (PE)、PVDF 和 PPS 基

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其所产生的能源就

发。双极板是燃料电池和氧化还原液流

的高填充度石墨双极板虽然具有长寿命并

需要中期和长期地储存下来。注定被用来

电池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传统的含碳双

能够经济地生产，但使用者们却越来越希

完成这种任务的是所谓的氧化还原液流电

极板多数以热塑性或热固性塑料作为基

望得到更薄的并因此重量更优化的组件。

池。作为选项它通常是放在 40 英尺的集

材，并含有很高成分的导电填充材料如

因为这样就可以节约安装空间、重量和材

装箱里，并可作为电化学转换器储存大量

石墨、煤烟或碳纳米管。尽管是用塑料

料成本。更薄但同时还要长寿命，这给因

能量并再输出。另外一个可能性是燃料电

做 的， 双 极 板 仍 然 必 须 具 有 很 好 的 导

导电性而必须有的高填充度提出了两个非

池，它可以把氢这样的燃料转化为电能。

电 导 热 性 能。 为 了 得 到 相 应 的 高 传 导

常矛盾的要求，并使这个任务的完成更具

这一技术在移动式和便携式的应用中越来

性，塑料中必须填充重量含量高达 80-

挑战性。

越受欢迎，并且已经在不同的领域中有所

90% 的传导性材料。为了让化合物在这

通过对在双极板上使用的塑料如

使用。这些领域包括卡车、汽车、火车、

之后不会变脆并尽可能地容易加工，粘

PP、PE、PVDF 和 PPS 等 进 行 改 性，

轮船、作为热电联产形式的家庭能源供给

合聚合物就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

能够将机械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到符合

以及独立供电系统，如在数据中心中使用。 管它们在化合物中的重量占比只有 10-

规范，并将化合物调整（比如通过更好的

20%。为了双极板的长寿命及经济地使

冲击强度）得更灵活、更柔软或更具延

用，高导电性、抗退化性以及在负荷下

展性。这对于生产薄板是基本的要求。

的机械稳定性就成为了前提条件。

Eisenhuth GmbH & Co. KG 公司通过使

为了让这些技术能够得到市场的认

挑战：薄但要长寿

改性聚合物使人们可以成卷
加工箔。© Eisenh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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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门对冲击强度改性的材料能够在一个
连续的工艺过程中生产出薄的、高填充度

聚丙烯 (PP) 和一般的聚烯烃作为聚

的且导电性很好的双极箔卷（图 1）。加

合物常常被用在板上。对于特殊的材料要

工时使用了聚烯烃嵌段共聚物，它是额外

求，人们也会关注其它材料，如聚苯硫醚

添加了 EPDM（三元乙丙橡胶）以及变化

加工的化合物箔的厚度以及与参照材料的对比（括号内为填充度）：板厚度
在 0.5 至 1 毫米之间移动。资料来源 : Eisenhuth;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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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填充度塑料的改性可以得
到比至今所能做到的明显薄很多
的双极板 / 箔。© Eisenhuth
的石墨含量而生产的。

所测验的箔的拉伸强度（括号内为填充度）比参照材料
的要低。但参照材料 3 毫米的厚度却明显比箔厚得多。
资料来源 : Eisenhuth; 图片 : © Hanser
这个测量不是在一个标准试棒上做的，而

凭借开发的技术，石墨箔可以像线卷

最开始的出发点是要生产高填充度

是直接在大约仅有 0.6 毫米厚的箔本身上

一样加工（题图）。与冲切——从线卷下

的 化 合 物。 复 合 过 程 是 在 Collin 公 司、

做的。目前还在进行改善拉伸强度的进一

拉——类似，箔在冲压弯曲工艺过程中进

Leistritz 公司和 Battenfeld 公司的双螺杆

步尝试。在不同材料类型上的比电阻值比

行相应的加工。加工的结果是一个压花箔

挤出机上进行的。在这些设备上加工了

参考值要高（图 4）。不过也要考虑到薄

（图 5）。

含碳量重量占比约为 80% 的 PP、PE、

板对稍差的导电性有所补偿。

可加工成卷

PVDF 和 PPS 复合物的不同改性材料并

此外，这种箔还开辟了新的加工可能

为后面的成型加工过程进行了相关预处

性。至今为止加工双极板的适用的成型方

新技术使人们可迈出重要的一步，即

理。接下来的关键步骤是，将这些加工的

法有热压工艺和注塑。在这里一般将经过

自动化地生产可导电的化合物箔并因此实

材料在一个相应的连续生产设备上加工成

预处理的初始材料送入一个控温的挤压模

现规模效应。通过这些能够明显降低燃料

薄板或者说箔。

型或者注塑模型中。如果是热固性结合化

电池系统或电池系统的整体成本。其机械

这些膜的平均厚度明显小于 1 毫米，

合物，在板从型穴中被取出之前必须在高

性能与石墨填充的压制的或注塑的双极板

大多数在 0.5 到 0.8 毫米之间（图 2）。不

温下发生化学固化反应。如果是热塑性基

的性能处在一个可比的水平上。导电性也

过在生产中箔的厚度会根据规范的要求做

体，化合物则必须先熔化，然后降温到相

处于一个适合应用的范围内。特别是由于

精确调整，由此可以保证以十分之一的精

关塑料的熔化或玻璃化转变点之下才能脱

目前由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框架，使采

度系列化地生产所希望的厚度。所生产的

模。在热压或者注塑时，存在着技术挑战

取行动实现零排放的需求显著增加了。这

板的拉伸强度在 4 到 11 N/mm² 之间
（图 3）。 性很强的选项：将所要求的结构直接压入

里介绍的箔可以为提高对燃料电池技术的

与参考值相比它是较低的。
但是不要忘记，

接受度做出贡献。

冲切的石墨 - 化合物箔：双极
板是在冲压 - 弯曲工艺过程中
加工生产的。© Eisenh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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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先加工非结构化的板胚。

测验的化合物的电阻（括号内为填充度）比参照材料的高。不过通过箔的
薄厚度可以得到补偿。资料来源 : Eisenhuth;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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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回收胶囊的甜头
Lyondell Basell 公 司 和 Greiner

Revive 的聚合物是在一个高度开发的回收

些处理，大量的塑料垃圾就可以再次回到

Packaging 公司开发了用消费后回收材料

处理过程中生产的。在这个过程中塑料垃

价值创造链中，如果不这样，这些塑料垃

制造的咖啡胶囊。雀巢公司把它用到了

圾首先被转化成原料，以便紧接着从中生

圾就只能用于能量回收或者进入垃圾填埋

Nescafé Dolce Gusto 产品上。

产出与全新材料具有一样性能的新聚合物。 场。同时，这些聚合物还具有与出自化石

Lyondell Basell 公 司 开 发 了 以 消 费
后回收材料 (PCR) 为基础的聚合物，在

Greiner 公司与雀巢公司之间的合作目标方

原料的材料同样的性能及同样好的质量。

向是，促进塑料的循环经济。

Lyondell Basell 公司最终打算至 2030 年

Greiner Packaging 公司的帮助下将它们用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客户 Greiner

到了雀巢公司的 Nescafé Dolce Gusto 咖

Packaging 公司——并随之带来了雀巢公

啡胶囊的加工中。这种品牌名为 Circulen

司——能够以一个循环解决方案为我们新

每年生产二百万吨基于可再生原料的再生
聚合物并投入市场。”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实现这个具有前

上市不久的 Circulen 产品家族提供支持”， 瞻性的项目。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的包
Lyondell Basell 公司的欧洲、中东、非洲

装中尽可能多地使用回收的材料。因此我

及印度地区烯烃和聚烯烃部高级副总裁

们坚信，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所有的可能性，

Richard Roudeix 强调说。

以达到这个目标并将我们的包装设计得更

两百万吨再生聚合物
Greiner 公司和 Lyondell Basell 公司共
同展示了一个聚合物制造的咖啡胶囊的
循环解决方案，这些聚合物是借助先进
的回收过程获取的。（图：Greiner）

加可持续。我们很高兴能够成为这个项目
的参与者，这更进一步体现了沿整个价值

“Circulen Revive 聚 合 物 帮 助 我 们

链的合作的重要性。我们相信，在不久的

在面对以较大规模处理难于回收的塑料时

将来作为工业界的成员我们能够共同实现

能够应对挑战”，Roudeix 继续说。“先

一个循环经济”，Greiner Packaging 公

进的回收技术能够对用过的混杂塑料再利

司的 CEO Manfred Stanek 说。

用，它们适合机械式的再生处理。通过这

www.lyb.com

■ 新一代的颗粒泡沫
EPP 和 EPS 泡 沫 主 导 了 泡 沫 市 场
数十年。不过恰恰是在苛刻的环境条件
下， 这 些 材 料 很 快 就 达 到 了 它 们 的 能
力极限。随着基于颗粒泡沫的工程塑料
SunForce™ 的 使 用，Asahi Kasei 公 司
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为了在当地支持欧洲汽车工业的转
型，多元化的日本技术企业 Asahi Kasei
公司于 2016 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成立
了他们的欧洲中心。2021 年又作为增强
业务在杜塞尔多夫港口的新基地增加了
销售、营销、物流、研发和技术服务。
这样做的目的是与当地伙伴进行合作发
展项目。
欧 洲 战 略 的 一 个 关 键 要 素： 新 型
的 轻 结 构 材 料 SunForce™。 基 于 其 几
十 年 的 作 为 工 程 塑 料 生 产 商 的 经 验，
Asahi Kasei 公司在聚酰胺和改性聚苯醚
(m-PPE) 的基础上开发了一个新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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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材料家族。两个类型都是独特的——
以 mPPE 为基础的 SunForce™ BE 是这
种类型的材料中第一个获得 UL94 V-0 认
证的材料。而且它还具有很高的尺寸稳定
性和可加工性以及优越的隔热性，因此这
种材料可被推荐用在电动汽车的电池模块
上。 以 聚 酰 胺 为 基 础 的 SunForce™ AS
以其高耐热性以及材料典型的耐油和耐化
学性令人信服。

在杜塞尔多夫的
泡沫实验室已开始工作
Asahi Kasei Europe 公司目前向欧洲
市场介绍了 SunForce™ 材料。作为对当
地业务的增强，他们于 2021 年十二月在
杜塞尔多夫的 Asahi Kasei 欧洲研发中心
里新安装了一台颗粒发泡设备。运行调试
计划在 2022 年初进行。采用这台设备将
推动可持续的 SunForce™ 质量在欧洲市

这两种颗粒泡沫在与金属、碳纤
增强塑料或纤维材料互相作用时
都具有非常好的附着力。
场中的发展。此外还可以为客户在当地快
速灵活地生产测试样品。
Asahi Kasei 公 司 将 在 2022 年
十月在杜塞尔多夫举办的 K 展上展示
SunForce™ 材料——这是更多地了解基
于工程塑料的颗粒泡沫的可能性以及该企
业在欧洲业务的理想的机会。
www.asahi-kase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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