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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液滴，大作用
在 Kunststoff-Freiformen 上采用新的软件支持的方法进行材料鉴定

在 Freeformer 设备类型上对新材料进行鉴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给使用者特别是新使用者
们提供帮助，Kunststofftechnik Paderborn 研究所开发了一种软件支持的方法。软件可以在工
作程序上及确定相关的工艺参数时提供帮助。这样就简化了材料鉴定并能有效地设置过程。

定性“增材制造”，也被称为 3D 打印，

指的是一种加工工艺，它通过一层层地构

建而产生一个工件。这种一层层构建的方

式基于其每一层都不受限制的可及性而提

供了巨大的设计自由度，同时也提供了构

成复杂几何形状（比如底切、内部空腔、

晶格结构和自由曲面）的潜力。而且，在

增材制造中不需要使用完成形状成型的模

具。由此，与传统加工工艺相比，它可以

经济地生产批量只有一件的工件并且不受

工件复杂性的限制。特别是在工件的个性

化是最重要的要求的领域里，这就显示了

其优势。

一个用于塑料加工的增材制造方法

是被称为 Arburg 塑料自由成型 (AKF) 的

工艺。这个由 Arburg GmbH + Co KG 公

司开发的工艺是在 2013 年与 Freeformer
设备一起推出的，并因此是最新的增材

制造工艺之一。在 Kunststoff-Freiformen
设备上，人们将一个已在注塑中知名的塑

化装置与一个特殊的吐料单元结合在一起

（图 1）。Kunststoff-Freiformen 设备与

其它基于聚合物的增材制造过程相比提供

了一个优势，即，它可以使用标准粒料作

为初始材料。这样就省去了先将材料变成

细丝或粉末的步骤。

改变液滴高度及宽度
以用于不同的材料

标准粒料将在一个塑化装置中被熔

化并送入吐料单元。安装在吐料单元出

口处的喷嘴将采用针阀来封闭。一个多

层压电执行器确保针阀的定时的工作节

奏。 由 此， 针 阀 可 以 在 一 秒 钟 内 开 关

250 次。在此将吐出最细小的塑料滴并

按规定的路径涂覆到工作台或者说已经

存在的工件结构上。

在一种材料可以进行加工之前，必须

先为该加工过程进行定性。为此将先确定

过程温度。紧接着将测试与过程相关的参

数。这其中就包括熔体滴的大小。吐料单

元内的压力是通过塑化装置中螺杆的轴向

运动而建立的，并且对熔体滴的大小直接

产生影响。在过程中，熔体滴的大小将通

过所谓的释放率 [%] 来设定，并且通过调

适螺杆的轴向运动并因此改变吐料单元中

的压力来调控。在这里，释放率的值确定

了这个滴相对于 100% 的标准滴而言应该

有多大。

在确定所需要的释放率时首先先确定

滴的高度。这个高度应该比设定的层厚高

大约 25%，以确保层与层之间足够的附

着力。为了确定符合这个标准的释放率，

将生成多个具有不同设定释放率的滴链

（图 2）。在这里证明层厚为 200 微米一

般就足够了，而生成的滴链的释放率设在

40% 至 90% 这个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

以 10% 的间隔生成滴链，以获得足够的

数据密度。

人们对这些滴链中液滴的高度和宽度

进行了光学测量。根据这些数据将首先按

照所希望的液滴高度确定释放率，紧接着

确定与这个释放率相对应的液滴宽度。对

于不同的材料，在设定的释放率一样时会

得到不同的液滴高度与宽度的比例。由此，

在几个小时内从设想变成工件：一个用于测量液体和气体的测
量设置的组成部件，是在Kunststoff-Freiformen上生产的——

这里是一台自由成型机加工室内部一瞥。© K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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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种所要加工的新换的材料都必须确

定其释放率。除此之外经验还显示，更换

喷嘴也会改变液滴的高度宽度比。

算法确定形状因子层高
质量定性的下一个步骤是所谓的构

成因素的确定。无量纲的形状因子描述

了滴注在层上的液滴之间应该有什么样

的距离。默认的情况下，形状因子将由

液滴的宽度和层厚的商而得出。为了调

整形状因子，人们加工了检验试件，从

它们可以对工件的填充进行目测判断。

紧接着根据经验必须对形状因子在多次

迭代中进行改变，直至工件填充达到所

希望的质量为止。

自 四 年 多 以 来，Kunststofftechnik 
Paderborn(KTP) 研 究 所 就 密 集 地 在

Freiformen 上进行研究。在项目及工业订

单的框架内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大量的不同

聚合物的材料定性。在从这项工作中获得

的经验的基础上，KTP 发展出了一个材

料定性的新方法。该方法由一个他们自己

开发的软件支持，它可以帮助没有经验的

使用者使其也能够对材料进行定性。

通过上面介绍的软件对使用者所提

供的支持在确定必要的滴出料时就已经开

始了。这里只需要将光学测量的相关释放

的液滴高度输入到用户介面中即可。通过

输入设定的加工过程层厚以及通常默认的

25% 的所希望液滴高度的增量，释放率

就能计算出来了。由 KTP 开发的算法在

计算释放率时不需要输入液滴宽度。

KTP 还开发了一个用于计算形状因

子的算法，以便改善结果的精确性。借助

之前计算的释放率以及输入层厚，除了计

算形状因子外还能计算所谓的形状因子层

高。形状因子层高告诉人们，从形状因子

的什么值开始在验证用的试件体中要设定

填充行为的变化。在 KTP 开发的形状因

子层高方案简化了在验证中对所计算的形

状因子的可能需要的调整。

形 状 因 子 层 高 首 先 是 帮 助 那 些 在

Kunststoff-Freiformen 范围里没多少经验

的初级使用者们能够快速且有针对性地确

定形状因子。为此，使用者们可以通过软

件中的一个对话框得到指导。这个对话框

图 1：系统结构、设备组件及其功能的
示意图。© Arburg; 作图 : Hanser

图 2：释放率为 50、60、70% 时
生成的液滴链，它们在液滴形状

上具有可见的区别。© KTP

图 3：用算法计算的形状因子与验
证结束时的最终形状因子的关系。
资料来源 : KTP; 图片 : © Hanser

告诉人们，建构平台上的哪一个试件应该

得到哪个形状因子。而且它还将过度填充、

填充不足及充分填充的评判标准视觉化。

根据相关试件在实际过程中的填充度的数

据将通过打勾给试件体分配下一迭代的形

状因子，如果有必要的话。

比看起来的更有意义
人 们 根 据 36 个 案 例 研 究（ABS、

PA、TPE 等）对新开发的材料定性的方

法的可靠性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了

效率的极大提升以及程序的精确性。特别

是对计算形状因子的确定，通过所开发的

算法非常精确（图 3）。在超过一半的案

例中，可以无须或者只需要一次形状因子

的调整就可以成功地完成验证。在此，借

助软件的支持，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始形状

因子层高的计算过程，并因此高效地完成

材料鉴定过程。

www.ktp.uni-paderborn.de

关于作者
Prof. Dr.-Ing. Elmar Moritzer ist seit 
2008 als Leiter des Lehrstuhls für 
Kunststofftechnik an der Universität 
Paderborn (KTP) tätig.
Felix Hecker, M. Sc. ist 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 an der KTP.
André Hirsch, M. Sc. ist 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 an der K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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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于 Paderborn 大学实验室里的挤出生产线，它被用
来生产塑料选择性激光烧结用的粉末。© Maag/KTP

圆满
项目：塑料的选择性激光烧结所用粉末之生产

为了将塑料粉末的品种范围扩展到选择性激光烧结上，Paderborn 大学与 Maag 集团一道开
发了一条挤出生产线，用它可以生产出具有很好流动性的圆形颗粒。在这里将高压喷射出一
种塑料 - 气体混合物。所面临的挑战在于控制、传感器和设备的气密性。

生产这种粉末的尝试是在一条挤出生

产线上进行的，在这条生产线中塑料——

在这个案例中是聚丙烯——将与气体进行

混合。由此就可以得到非常低的黏度，

以至于塑料 - 气体混合物能够在高压下喷

射。气体逸出的效果及紧接着的固化阶段

就产生了所希望的粉末。

从理论到实践：具有特殊
要求的挤出生产线

Jan Hendrik Martens 负责在特别腾

出的实验室空间里建立这条挤出生产线。

在为设备订购组件时，为寻找一台功能强

大的齿轮泵，他与 Maag 集团公司的专家

们取得了联系。Martens 确信他很幸运：

“他们从一开始就以他们的 know how 对

我们提供了帮助 ”，他说道。

Maag 集团的泵及过滤系统销售团

队负责人 Wolfgang Martin 解释说：“KTP
方面给出了对设备的精确定义的要求以

及将如何使用它的准确设想。在此很快

就清楚了控制系统将必须承担一个重要

的角色。” Martin 立即将 Maag 集团的

控制系统专家 Carsten Richter 拉入了团

队。生产线本身由计量装置、同向双螺

杆挤出机、转向阀、挤压齿轮泵、搅拌

器和熔体冷却器组成。像挤出机这样的

单一部分在 Maag 集团进入项目之前就

已经订货了。这对于制定设备及控制系

统的设置方案时产生的影响是，科学家

们现在也必须提供一个同样功能强大且

容易操作的生产线。

Maag 集团贡献了一台挤压齿轮泵

extrex 和一个转向阀 PoDV 20 作为设备

的组成部分。齿轮泵根据挤出机的功率进

行了调配，使生产线达到了一个最佳吞吐

塑料生产及加工用的个性化设备的

方案规划及转化实施对于 Maag 集团的

专家们来说是日常工作。因此，他们是

Paderborn 大学一个研究项目的合适的对

话伙伴。该大学的塑料技术研究所在实

施转换一条生产激光烧结粉末的挤出生产

线时需要得到帮助。该项目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赢项。Maag 集团贡献了设备系统的

组件并负责这条灵活的生产线的控制系

统——而科学家们则带来了创新性的设想

及全面的过程知识。

在现代化的机械制造中，塑料具有

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并取代传统材料如木

料、金属和玻璃等。在这样的背景下，

Paderborn 大学机械制造系近三十年来一

直致力于塑料设备及塑料加工领域的研

究。Kunststofftechnik Paderborn (KTP)
研究所的近 50 名科学工作者及技术人员

在他们的理论及实践工作中涉及的课题包

括挤出、注塑及塑料的焊接或者粘接等。

除了在大学的广泛的教学工作外，KTP

还为工业界提供大量的服务工作。目前，

在一个由欧洲地区发展基金 (EFRE) 资助

的研究项目中，他们致力于研究生产一种

新型粉末，它将被用于选择性激光烧结

(SLS)。该项目在工业企业中也引起了巨

大的兴趣。在 KTP 由博士生 Jan Hendrik 
Martens 负责该项目，并与第二家教学机

构 Partikelverfahrenstechnik Paderborn 
(PVT) 合作共同完成这个项目。研究工作

将帮助解决目前在 SLS 中还存在的一个

问题：现在可用的塑料粉末适用范围仅限

于 PA 12（超过 90%）。具有必要性能

的特殊材料当然也包括标准材料不能以较

低的成本生产。“这经常就是因为做不到

能利索地释放粉末所必需的流动性”，

Martens 介绍说。因此，项目的目标是，

为其它材料生产出具有好的流动性的尽可

能圆的颗粒。比如在汽车及航空工业中就

已经有用于原型制造及小批量制造的应用

可能性。一种具有广泛可用性的可用粉末

也能够开辟出在新的工业分支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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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齿轮泵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密封采用

了一个压盖填料。这一改变使泵同时满足

了客户的两个要求：一是设备也为非常低

的黏度做好了准备，这种低黏度会在试验

中出现。另一个是特殊密封所需要的，以

便确保设备的气密性并阻止输入气体的外

逸。为了保证试验设备的高度安全性，它

上面装备了适合高温应用的无汞压力传感

器，它符合机器规范 2006/42/EG。自监

视的传感器利用了压阻效应并在突破边界

值时保证了可靠的关机。

除了安全性之外，对于 Jan Hendrik 
Martens 及他的同事们来说挤出生产线

的灵活性是最优先考虑的：设备应该能

够在不同的配置下运行。因此 Wolfgang 
Martin 建议使用 C 型夹来代替传统的螺

旋适配器。“这个建议是物超所值的”，

Martens 说。现在他可以毫无问题地快速

重新组合各个部件，而且不会影响生产线

的气密性。在换向阀上 Maag 集团也找到

了一个解决方案来满足让设备尽可能灵活

的愿望：经过调整使它可以作为一个旁路

来使用，在试验流程中需要时可以用它来

喷出材料。

得益于量身定制的控制
系统使所有事情都在掌控中

Martens 认为整个设备的高度易操作

性也归因于 Maag 集团的努力。“ Maag
打包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它是为我们的使

用目的量身定制的，并且考虑到了所有的

事情”，他介绍说。控制系统允许了一个

非常宽的调整范围，这样就为所要进行的

试验留出了许多调整空间。

对于 Carsten Richter 来说当时遇到

的最大挑战是要将控制系统规划设计成能

够囊括所有部件——就是说也要包括像控

温器或者挤出机这些当时已经订货的机器

部分。借助自动化系统 maax 600S 才解

决了所带来的问题，它适合用来装备完整

且复杂的挤出设备。整套系统可以个性化

地调整以适合客户的要求——这恰恰对

Paderborn 的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是一个

加分点：如果在设备上取消或者增加某些

部件的话，都能在控制系统中反映出来。

“在 KTP 研究所我们实施转化了一个非

常复杂且可灵活控制的专门针对研究目的

的控制系统。这样的一个系统是必不可少

的，因为实验室设备比生产设备有着明

显多得多的调控需求”，Carsten Richter
解释说。该系统将总共控制八个变速组件

如泵、混合器或记录器以及多达 16 个的

加热区。

完美的补充
从 2020 年中起该设备已经运行。得

益于 Maag 集团所提供的准备很好的部

件以及伴随供货的适配法兰，对于 Jan 
Hendrik Martens 来说建立设备只是分分

钟的事情。“合作工作确实非常好而且是

转向阀 PoDV 20 被用来确保从一开始就有
一个稳定且优化的体积流量。© Maag

装备齿轮泵 extrex 是为了能够加工
黏度非常低的材料。© Maag

科学与实际的完美互补。”所有参与者都

一致肯定了这一点。Wolfgang Martin 介

绍说：“尽管我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就生

产过程而言我仍然学到了很多东西，它们

在日常工作中都很有用。”

Jan Hendrik Martens 非常肯定在不

久的将来就会从试验设备上生产出新的激

光烧结粉末。并且他对未来的研究已经有

了具体的设想：他正在计划开发一种可用

于增材制造加工的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

12 的激光烧结粉末。

www.maag.com

关于作者
Dipl. Ing. (FH) Wolfgang Martin ist 
Team Leader Sales Pump & Filtration 
Systems bei der Maag Germany GmbH.
Carsten Richter ist Experte für 
Steuerungssysteme bei Maag.
Prof. Dr.-Ing. Volker Schöppner leitet 
den Bereich Kunststofftechnik an der 
Universität Paderborn.
Jan Hendrik Martens, M.Sc., arbeitet 
am Institut für Kunststofftechnik 
Paderborn (KTP) an der Universität 
Paderborn.
Moritz Rüther, M.Sc. ist 
wissenschaft - licher Mitarbeiter in der 
Partikelverfahrenstechnik(PVT) an der 
Universität Pader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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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烧结系列应用的转化实施目前仍受到材料种类不足
的阻碍。许多在传统塑料加工中使用的重要的结构性材
料至今只能受限制地使用这种工艺。PA 66 和 PBT 可
以大大地扩展激光烧结工艺的使用范围，并在许多情况
下显示了比传统的 PA 11 和 PA 12 材料更好的性能。

塑料的增材制造特别是激光烧结在过

去若干年中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系列加工

工艺。几百万次的睫毛膏刷的生产以及几

万次的眼镜架的生产就是这方面的实例，

它们显示，即便是大批量，也能够经济地

且以更高的质量进行生产。激光烧结的一

大优点是，对标准热塑性塑料能够以更好

的质量及与注塑件接近的性能进行加工。

尽管这种工艺已经得到认可，但是它的材

料选择性却仍然太小。虽然随着时间的推

移有不同的特别是半结晶的材料可供使

用，但这些仍然还是小众产品。

这个市场目前还由聚酰胺 11 (PA 11)
和 PA 12 占据着主导地位。采用这种聚合

物该工艺已经达到了良好的技术成熟度。

不过这两种材料在传统的塑料加工中都不

是占主要地位的材料。像聚丙烯 (PP)、
聚乙烯 (PE)、聚氯乙烯 (PVC) 和丙稀腈

丁二烯苯乙烯 (ABS) 等塑料则明显有着

更大的材料占比。即便是在聚酰胺材料中，

PA 6 和 PA 66 也比 PA 11 及 PA 12 有着

更重要的地位，后者在传统应用中只属于

小众材料。

因此，在许多传统应用领域里，迈向

增材制造的道路由于缺乏合适的材料而仍

然关闭，尽管像在汽车制造、航空、电子

电气和机械制造等行业中本应存在许多具

有吸引力的应用领域。还有许多企业不敢

在一个步骤中就转变生产工艺及材料。与

寻求使用一种从未使用过的材料作为第二

选项的形式相比，引入增材制造的复杂程

度被成倍地高估了。由此，许多潜在的系

列应用就被关在了门外，尽管它们从批量

及应用范围上讲原则上是适合的。

寻找PA 11及PA 12的替代品
因此，在过去几年里在工业界中产生

了一种思想转变。人们开始计划并启动那

些使用增材制造的开发项目，其中明确要

求不依赖已经可供使用的 PA 11 和 PA 12。

在这个趋势中，焦点集中于利用已经在应

用中使用的材料进行增材制造。所以，将

更多的材料用于增材制造的呼声越来越高。

不过，开发用于激光烧结或者基于粉

末床的熔化法的材料的工作却常常是一件

非常费工夫的事。对材料及所生产工件的

要求是由用于注塑时的参考材料得出的。

但是，就对材料的性能要求而言，这两种

过程却有着根本的区别。甚至经常会有相

反的要求。注塑过程希望有一个快速固化

及较短的结晶过程，但是在激光烧结中这

却会给加工带来困难。此外还要求在熔化

与结晶之间有一个较宽的加工窗口，而这

一般只有少数几种半结晶材料才具有。

其它困难还来自于帮助形成形状的

过程压力不足以及在生产具有合适颗粒大

小分布的流动性好的粉末时的难度。这些

要求综合在一起，在过去甚至目前仍然导

致了许多材料的加工性能或者工件性能不

合格。由于这些不幸经历，取代 PA 11 和

PA 12 的替代材料常常在加工中被拒绝，

因而就阻碍了它的广泛的传播。

AM Polymers 公司尤其就这些问题

进行了努力并开发了对于注塑而言已经知

名的可用于激光烧结的标准热塑性塑料

和工程塑料，重点聚焦于即插即用解决方

案。通过努力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各种不

同的以热塑性聚氨酯 (TPU)、PE、PP、

PBT 和 PA 6 为基础的粉末材料，它们以

作为耐温阻燃的具有
高机械特性值的材料，PA 66 为

激光烧结开辟了新的应用可能性，比
如作为传感器支架的应用。© Airbus

从注塑到3D打印
PA 66 和 PBT 的激光烧结

图 1：用激光烧结工
艺加工完成的 PA 66 材料的电子
工件的功能展示件：这种材料在
许多领域里提供了取代 PA 11 和

PA 12 的选项。© Siemens

Rolaserit 品牌加以推广销售。他们具有

与注塑可比的工件性能以及良好的加工行

为，包括好的断裂延伸率和高度的批次重

现性。该企业特别注重通过多方面的加工

技术 know how 的支持来实现只有短短几

天的磨合时间，这样客户就能够快速进入

工件生产。

用于激光烧结的 PA 66
AM Polymers 公 司 现 在 以 其

Rolaserit PA66-01 产品第一次推出了可

用于激光烧结过程的 PA 66 粉末材料。

PA 66 与其它聚合物相比尤其具有很高的

耐热性和耐老化性。与此同时该材料还显

示了高硬度和刚性以及良好的耐磨性。基

于这样的性能，该材料特别适合于用来制

造在电子行业及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和设

备制造中的受机械负荷及热负荷的成型

件。典型的出自 PA 66 的工件包括线轴、

滑动轴承、齿轮及离合器零件，但是也包

括护板和外壳件等 。
该材料是在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

署 (BMBF) 通过项目托管 Jülich 所资助

的联合项目 Flatisa 的框架内开发的。该

项工作是在 Promat_3D 招标（资助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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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斯堡模具工业（无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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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USBURGER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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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功能
久经考验和信任的温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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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仅仅
是温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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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XP0099F）框架内与 Airbus 公司和西

门子公司合作完成的。在后面提到的两家

企业中已经成功地进行了生产用于航空及

电子工业的展示件的试验（题图及图 1）。

该材料显示了 PA 66 所具有的典型

的工件性能，其弹性模量为 3100 MPa、

强度为 75 MPa 以及断裂延伸率在干燥状

态下达到 15%。此外该材料还符合 UL94 
V2 的防火规范要求。在一个初步实现

商业化的步骤中，该材料作为可在 AM 
Polymers 的设备上进行工件加工的材料

而供市场使用。该材料在一台激光烧结设

备（ 型 号：ST252P， 制 造 商：Farsoon 
Europe）上显示了非常好的加工性能，而

且非常可能是基于良好的延展性而显示了

精细的细节。基于其较高的熔化温度，适

合加工的设备要求有足够高的加工温度。

但是，这样的设备至今为止还不够普遍。

不过，不同的机械制造商已经在越来越多

地提供相适合的相应设备。因此可以预计，

未来 PA 66 将会与其它已经用于激光烧结

的材料一样在市场上有广泛的供货。

可在各种标准设备上
进行加工的 PBT

作为新成果，在 AM Polymers 公司

与 Mitsubishi Chemical 公司的合作中还

开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可在激光烧结中使用

的各种 PBT 类型。作为聚合物，PBT 尤

其显示了好的滑动及磨擦性能、好的电性

能、不受吸湿影响的绝缘性能以及高尺寸

精度。典型的应用比如有滑动轴承、模压

阀门零件、滚子、泵壳、叶轮、离合器以

图 2：用激光烧结法加工
的 PBT 工件在打印完成后
就已经具有了非常光滑的
表面（左）。通过蒸汽平
滑处理，工件表面质量又

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右）。
© AM Technologies

图 3：激光烧结法制造的
出自 PBT 材料的带有夹子
和细连接元件的特殊连接
器：基于其电阻性能，所
使用的这个 PBT 类型非常
适合用在这种工件上。© 

AM Polymers

及在电子工业中的特殊应用，比如像线轴、

端子和连接器条等。

PBT 典型的熔化温度处于 223˚C，

因此在激光烧结时正常情况下要求粉末

床 温 度 要 超 过 200 ˚C。 而 以 产 品 名 称

Rolaserit PBT01 销售的材料则可以在所

有通常类型的激光烧结设备上进行加工。

比 如 已 经 成 功 地 在 Farsoon Europe 公

司 的 ST252P 型 号、3D-Systems 公 司

的 Vanguard HS 型 号 以 及 EOS 公 司 的

EOS P360 型号的机器上进行了加工。因

此，从设备技术上讲已经没有广泛应用的

限制了。

与 PA 12 相 比， 该 材 料 特 别 是 具

有 更 高 的 刚 性， 强 度 为 48 MPa 时 达

到 2650 MPa，并且具有更低的吸湿性

并因此具有不受湿度制约的材料性能。

由此在激光烧结时断裂延伸率可以达到

15%，这与 PA 12 的水平相当。而且这

种材料在没有经过后续处理的情况下就

已经具有非常光滑的高价值表面。在经

过通过蒸汽平滑的化学后处理后，其表

面还能得到进一步改善（图 2）。此外

该材料还具有非常好的电绝缘性能。它

的表面电阻率为 5'1016 Ω•m，体积电阻

率为 3'1015 Ω•m，并由此具有比传统

PBT 注塑材料更高的绝缘能力。基于这

样的性能，该材料非常适合用在电气电

子部件上，正如在一个特殊连接器的应

用上明显显示的那样（图 3）。因为具有

很高的工件延展性，所以也能够以相适

合的质量加工出细致的细节及插塞接头。

这些都需要应用试验和功能测试。

有填充的 PBT 选项
在这种基础类型的基础上还开发了含

有填充成分的选项，它们进一步明显扩展

了用于激光烧结的PBT材料的应用范围。

第一步先观察了玻璃纤维和碳纤维填充的

类型。在此第一次开发出了可用于激光烧

结的 PBT 基的纤维填充材料。通过填充

纤维，材料性能又进一步得到了明显改善。

刚性可达到 5500 至 6000 MPa，强度提

高到至 60 MPa，耐温性提高至 180˚C。

通过对材料进行合适的制备，尽管使用了

纤维，仍然能够阻止材料的加工行为变坏。

由此，尽管有填充成分，仍然能够很好地

铺设材料。

结论与展望
增材制造，特别是像激光烧结这样

的粉末床工艺，作为系列加工工艺越来

越赢得了它的意义。不过，成系列的使

用在许多情况下仍然需要相适合的材料，

这些材料在相关的应用中目前已经被用

于注塑。但是它们在增材制造中只能有

限制地使用。AM Polymers 公司面对这

些挑战并致力于将传统的用于注塑的材

料以适合其应用的性能做成可用于激光

烧结的材料。通过这样的努力，将来就

可以创造出与注塑可比的可用于激光烧

结的材料品种库。

www.am-polymers.de

关于作者
Dr. Andreas Wegner ist Mitgründer und 
Geschäftsführer der AM Polymers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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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模拟得到新材料
快速确定 3D 打印材料的最佳过程参数

对于增材制造来说，还存在着由于可供使用的可打印材料系统而带来的限制。要想继续开发，
除其它之外对流程的更全面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系统性的调查以及熔融层成型的数值模拟
可以说明长丝熔化的过程。调查及模拟的结果能够对过程的设置提供帮助，并使人们更容易
判断一种新材料的增材制造的效果如何。

设计自由度、系列定制加工、垃圾最

少化以及可以生产复杂结构，这些只是增

材制造（英文 Additive Manufacturing，

简称 AM）优势中的几项。由于其巨大的

灵活性和产品调整的可能性，该方法最初

被用在生产原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

AM 工艺在一些领域中也已经发展成熟为

工件的完整生产。不过这些工件仍然主要

被用在那些对工件功能及性能要求不太高

的应用中。

增材制造的优势首先在生物医药工

业、医疗技术以及航空航天、建筑和汽车

行业中得到了体现。在这些领域里，对尽

可能轻、具有功能且成本低的材料系统的

需求在不断增加，而且这些材料还能够满

足可持续性及能力的要求。因此许多研究

工作都将目标放在了延续开发用于新的技

术材料系统的 AM 过程上，以便扩展它们

在工业化生产中的使用。

热端设计至关重要
在 各 种 AM 工 艺 中， 熔 融 层 成 型

(FLM) 是最常用的一种技术。它的挤出

过程也被称为熔丝制造 (FFF) 并以缩写

FDM 知名，即熔融沉积建模的注册商

标。在这个技术中，热塑性塑料将借助

一个加热的喷嘴在所谓的热端被部分熔

融、挤出并按照事先确定的层模型以股

线形式沉积。要取得好的产品质量，除

其它之外所使用的热端设计是至关重要

的（图 1）。

在传统的螺杆挤出中由于粘性发热

而产生大量的热量，而 FLM 工艺则与之

不同，塑料在工艺过程中只停留很短的

时间。其间，热量的大部分将通过由加

热区块加热的壁而传走。塑料熔体的流

动主要靠固态长丝的挤压而产生，它起

到了活塞的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连续

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明显区别于传统的

挤出过程。因此就必须具体地计算模型

并进行系统性的实验研究，以便能够了

解 FLM 工艺中在喷嘴内发生的与材料相

关的过程并进行预测。

为了描述长丝喷嘴中的静态挤出过

程，由所谓的 Boussinesq 近似法组成了

非等温过程数字建模的基础。其中除了著

名的 Navier-Stokes 方程外，还包括了一

项条件，它考虑了材料密度的温度依赖性。

为了模拟取决于剪切速率的粘度，人们

还使用了在塑料加工中很普遍的 Carreau
模型。为了表述粘度的温度依赖性，人们

还使用了也是经常被使用的 WLF 函数。

不过，这种移位只对液态的、熔化的状态

有效。因为假定在 FLM 喷嘴中存在一个

从固态长丝到液态熔体的相变，所以这种

情况也必须被考虑进去。为了解决问题，

没有熔化的材料将被定义为具有非常高粘

度的液体，粘度可以达到 106Pa's。相变

过程借助一个连续的跃变函数来表述，其

表述如下：

FLM 打印机的制造空间内一瞥：借助流动模拟可
以更好地理解并预测 3D 打印过程。© S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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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两条回归线的交叉点就可以视为不稳定

挤出区域开始的量度（图4）。从这个点开始，

力的测量值波动就会很大，估计是因为熔

化不充分的材料引起的。第二种调查的材

料 Novodur P2H-AT (MVR = 37 cm³ / 10 
min) 仍然是 Ineos Styrolution 公司提供的，

基于其较低的粘度，在转变到不稳定挤

出区域的转变点上的抽入速度比 Novodur 
H605 要高 17%，而且功耗要低 15-20%。

为了使打印喷嘴内的这个过程有更好

的行为，就必须对熔化行为进行调查。这

首先包括确定固态长丝的占比以及它们在

喷嘴中的位置与打印参数的关系。还有由

于所描述的柱塞效应而使熔体向喷嘴入口

方向上的回流，对于热传递过程的描述也

具有意义。

相应地，在选择的运行点上使用双色

长丝进行了急停试验。在这个试验中首先

观察了料股中尚未熔化的长丝占比及附着

其上的回流的熔体（图 5）。如此而确定

的固态材料成分在喷嘴中的位置以及熔体

回流长度可以在之后被用来检验所开发的

图 1：FLM 打印的热端结构示
意图：热端设计对打印成果的
质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资料
来源 : SKZ; 图片 : © Hanser

图 2：所使用的模拟边界条件的示意
图：如果它们现在合适的话，就能够
确定长丝的压力、温度和流动速度。

资料来源 : SKZ; 图片 : © Hanser

一个可用的预测流动过程的工具是计

算流体力学（英文：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简称：CFD）模拟。通过正

确选择边界条件，就可以计算长丝的压力、

温度和流动速度（图 2）。为了进行热传

递建模，出发点可以假设为材料的抽入速

度很慢且在加热的喷嘴壁与长丝之间有着

完美的接触。随着速度的提高则要设定喷

嘴壁的滑动条件，在它的长度方向上则假

设为观察不到壁与长丝之间发生热传递。

在过程参数变化下的模拟中，壁滑长度将

在实验数据基础上设定并与熔化测试中的

观察结果进行对比。

通过实验确认CFD模拟结果
为了证实 CFD 模拟法对预测流动过

程的适用性，人们在 SKZ 塑料中心和 TU 
Dortmund（多特蒙德工业大学）进行了

相应的调查。数值计算结果的验证则通

过出自压力试验的实验数据来完成。为

此他们开发了一个带有 V6 热端及 E3D-
Online 公 司 提 供 的 V6–175-Nozzle-400
喷嘴的专门的三脚架结构。此外该结构

还包括了一个平台称重传感器，用它就

可以测量挤出过程中与打印参数相关的必

要的进给力。这种在 FLM 过程中测取力

测量值的办法已经被多次使用。在调查

中还通过在结构中装入一个热像仪（型

号：VarioCAM hr， 制 造 商：InfraTec 
GmbH）第一次额外记录了出喷嘴后的挤

出温度（图 3）。对于运行点，人们对喷

嘴温度及抽入速度作出调整变化，并根

据两种不同粘度的苯稀腈丁二烯苯乙烯

(ABS) 就其对所需进给力及挤出温度的

影响进行了调查。图 4 显示了打印 Ineos 
Styrolution 公 司 的 Novodur H605 (MVR 
= 25 cm³ / 10 min) 材料时，所记录的力

与抽入速度及加热块温度 T 的关系。这里

显示，随着抽入速度的增加，必要进给力

也在提高。而喷嘴或者说加热块温度的提

高则会导致较低的进给力，主要是因为温

度上升使粘度降低而致的。

确定喷嘴内的过程
从某个特定的抽入速度起，可以观察

到测量曲线的上升坡度变陡了。如果通过

双尾线性回归分析测量到这个转变 [8]，那

图 3：打印机测试台草图：借助热像仪测取喷嘴后的挤
出温度。资料来源 : SKZ;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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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进给力和挤出温度相关于加热块温度和抽入速度的变化：必需的进
给力随着抽入速度的增加而提高。资料来源 : SKZ; 图片 : © Hanser

图 5：挤出温度相关于加热块温度和抽入速度的变化：假设值与实验
值之间的偏差最大仅为±15%。资料来源 : SKZ; 图片 : © Hanser

模型。在建立 CAD 模型时，他们使用了

E3D-Online公司的可免费使用的技术图纸。

记录的挤出温度显示，随着抽入速度

的提高温度会降低（图 4）。估计的原因是，

在长丝与喷嘴壁之间发生的热传递不足以

使熔体达到加热块设定的温度。

喷嘴温度与挤出温度之间的差距在这

里可达到 90˚C。测量显示，在每一条曲

线的开始随着抽入速度都有一个温度的上

升，估计这是因为在较慢的挤出速度下料

股在达到热像仪的测量线之前这一段中有

所冷却。在较高的加热块温度下，通过观

察到的这种效应的增加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不稳定挤出时的速度范围内，有更多的

固态长丝能达到打印喷嘴的锥口，如前所

述这将导致热端内的法向力的升高以及剪

切力的升高。由此而产生的热扩散可能是

使挤出温度升高的原因，在这个范围内可

以观察到这个温度的升高。

计算模型的评估
对数值计算模型工作至此所取得的

重要结果将在下面作出介绍。其中重点放

在了对建模模型的进给力以及喷嘴几何形

状中的粘度分布与上述实验数据对比的表

述。通过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假设，所必需

的力 F 与抽入速度 v 之间关系的曲线变

化能够得到很好的表述（图 5）。它们之

间的偏差最大部分也就是 ±15% 之内。

该模型可测取曲线斜率的变化，它标示出

了从稳定挤出到不稳定挤出的过渡。以此

就可以预估所必需的力并因此预估可实现

的挤出速度。

固态长丝的粘度被假定为 106Pa's。

模拟同样显示了当抽入速度提高时固态

长丝向喷嘴出口方向的移动也增加了。

这在定性上与之前进行的急停试验中观

察到的结果一致。

过程与材料的正确组合
所进行的系统性调查及对 FLM 打印

过程的数值建模有助于人们对增材制造工

艺的过程步骤中至今所取得的认知更加深

入。采用用于描述 ABS 在一个喷嘴中的

流动过程的所述的模拟，就可以通过假设

取决于温度和速度的壁滑条件而很好地重

现打印过程中的进给力。尽管对纯结构粘

性流动体做简化的观察，不考虑此时的粘

弹性效应，模拟仍然能够对 ABS 的稳定

挤出区间做出一个与材料相关的估计。在

与熔化测试的对比中也显示了计算与实验

数据相符的相关趋势。工作的下一步是必

须根据熔化测试的结果对建模进行调整，

并在此基础上为模拟确定正确的参数。

以此为出发点现在就有可能对数值研

究进行检验，看哪些过程参数与材料性能的

组合可以被选出，用来对打印过程进行最优

设计。这里的意思是，将未熔化的长丝锥体

的位置向喷嘴入口的方向移动，以便由此降

低法向力并扩大打印的稳定过程窗口。

至此所做的建模仅考虑了喷嘴几何

形状本身，下一步将扩展到模拟环境上。

以这样的方式既可以描述至热断部分的熔

化，也可以表述喷嘴出口处的挤出温度。

在此重点观察的是半结晶材料。这种材料

在相变时从软化和熔化行为及其热容量方

面看与至此调查的无定形的 ABS 材料完

全不同。

www.sk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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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被直接封装
用于电子元件外壳的热固性塑料注塑

热固性塑料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制造电子元件的外壳，它们为这种用途提供了很好的性能。特
别具有吸引力的是元件的直接包塑。不过在这里必须解决可加工性、导热性和可重复性之间
相克的问题，这样才能成功地生产出产品。

热固性材料的工业化应用可追溯到

1908 年。因此它们是最早的合成塑料。

即便在今天，仍然不时出现这种材料的新

应用。特别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热固性

塑料经历了它们的高光时刻，在这里，它

的非常好的耐热性和耐化学性在它的绝大

多数应用领域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不过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它的重要性在

渐弱。但是最近这些年，由于电子工业

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热固性工件在市

场上的出现又多了起来。这里的一个重

点是保护敏感的电子元件，比如传感器。

在 Robert Bosch GmbH 公司，人们也越

来越多地使用热固性塑料做电子元件的外

壳，而且通常借助所谓的直接封装。

在直接封装时，电子元件——比如

一个控制器或者一个传感器——将采用热

固性模塑料被直接包塑。在此，热固性塑

料与被封装的元件之间至少产生一种胶

接，而且常常同时也形成了该元件之后的

外壳。该工艺特有的优点是热固性材料的

热机械性能，特别是非常小的热膨胀以及

平面内的各向同性性质。从量化定性上

看，热固性模塑料典型的热膨胀在铜（17 
• 10-6 K-1）及铝（23 • 10-6 K-1）的热

膨胀范围内变化。所使用的印刷线路板的

热膨胀也与所用的模塑料的基本一致。它

们的膨胀系数越接近，温度负荷变化时出

现的机械应力就越低。因此，热固性模塑

料为作为包覆材料使用提供了理想的前

提条件。直接包装的典型的温度使用范围

在 -40˚C 到 150˚C 之间。

在加工中比热塑性
塑料更具保护性

热固性塑料的加工性能也让它更适合

用在敏感工件的封装上。在填充阶段，当

交联程度较低时，热固性塑料显示了最低

的粘度（模具温度 > 质量温度）。由此，

包覆就可能特别柔和。而热塑性塑料则不

同，它在模具中的粘度（模具温度 < 质量

温度）会急剧增高，由此就会对被包覆的

元件造成较大的负荷。此外，还存在粘度

极低的热固性塑料配方，既有用于传递模

塑的，也有用于注塑的，采用它们可以实

现极低的模内压力。这种材料的一个缺点

是在加工期间就会出现交联，它所产生的

影响要一直被纳入过程安全的考虑因素中。

特别需要提出的直接封装的优点包括

高度的功能集成、减少组装步骤以及可靠

性的提高，比如像焊点。与之相比，电子

元件直接包装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散热的导

出，这些散热有时候能够达到相当可观的

高热量，在通常的外壳中一般是靠连接一

个冷却结构将热量导出。由于塑料一般是

属于隔热材料，所以必须采取一些功能化

的措施，比如掺入一些导热的颗粒。

填充行为中的特殊性
热固性材料的填充在一般情况下被

描述成所谓的团块剪切流。这样的填充行

为是由热条件及由此形成的粘度变化曲线

而触发的：直接接触模具的材料由于快速

加热使粘度相应降低，而靠里面的材料则

因温度仍较低而保持较高的粘度。与之相

应地，尤其是靠边上的材料发生强烈的剪

切，由此就产生了一种流动诱导性的填充

材料取向。而内部估计是一种填充料的统

计取向。根据对磁性和导热性填充料的测

验，能够在不同厚度的板上证实这种行为

（图 1）。在六方氮化硼这样的碎片状导

热填充料上也显示了相似的行为。特别是

在厚度较薄的薄板上，能看出填充材料在

流动方向上的明显取向，而在较厚的厚板

上，材料取向包括热传导取向明显是在 Z
轴方向上。

可供使用的导热性材料在热固性模

塑料中是有限的。尽管如此，仍然有若

直接封装时电子元件
或部件将用模塑料直接包塑。
© Robert Bosch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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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材料可供商业使用。热固性模塑料的

导热系数值大约在 0.5 W/m • K（标准材

料）至 8 W/m • K（导热塑料）范围内。

不过，这里所采用的测量方法也扮演着

一个重要角色。在现有的测量情况中，

可以使用 Netzsch-Gerätebau GmbH 公

司的 NanoFlash LFA447 检测仪。通过

特殊的试样制备就可以测取所有空间方

向上的热传导，这对热模拟和工件设计

具有重要意义。

功耗与导热率不成正比
为此人们对材料的散热在自然对流

及强制对流中进行了检测，而且在注塑过

程中直接塑造了针和筋条等特殊的散热结

构。测验显示，可测取的功耗并不与导热

率成正比增长（图 2）。所以，提高填充

料的剂量并不一定能够导致被包覆工件的

散热条件的改善，通常还会引发材料价格

的急剧上升。

直接封装过程通常处于价值创造链的

末端。这对过程的执行及可重复性相应地

此有些微的改善，但是压力的升高已经

很明显了。

模内压力过高时引发故障
从封装的电子元件的显微图像上可以

很好地评估模内压力及填充行为产生的影

响。在测试中，用一个SMD电解电容器（表

面贴装元件）和一个 THT 电解电容器（通

孔插装技术）再现了敏感元件。两个元件

都在模内压力超过 50 bar 时显示了失效

迹象。在贴片电解上可以观察到轻微的外

壳凹陷，而在插装电解上则是橡胶帽被压

入。模内压力再升高时元件最终会完全失

效（图 4）。

另一个缺陷情况是由于在填充过程

中材料的粘度及由此而形成的负荷而引

发的。它会导致在流动路径方向上的电

容位移（图 5）。这时候触点会扭曲，

橡胶帽也会被压入。仅就填充过程而言，

就可能因此而导致工件故障。此外，就

结构及连接技术而言，还存在着更加敏

感的元件，比如键合线，它只被允许承

受很低的负荷。

除了上面描述的困难外，在包覆电子

元件时还面临其它挑战。这其中包括比如

工件中出现气穴、模塑料与元件之间脱层、

印刷电路板变形和焊点损坏以及必要的工

件填充不足等。根据元件和组件的不同，

这个名单还会扩大。所以，一个好的过程

控制就更加重要了。但是，工件和工艺过

程设计需要用合适的方法。

材料及过程的可重复性对于电子元件

的封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如前面

图 2：2 毫米厚的热固性模塑料板的导热率（左）
及功耗（右，有对流和没有对流）：材料的导热率
和功耗之间并不成正比地增长。资料来源 : Robert 

Bosch GmbH; 图片 : © Hanser

图 3：低粘度（左）与高粘度（右）材料的模内压
力对比：粘度低时模内压力也明显较低。资料来源 : 

Robert Bosch GmbH; 图片 : © Hanser

有较高的要求。如果在过程中出现错误，

比如在填充过程中由于材料或过程的波动

而引发一个压力峰值，那么电子元件就有

可能受到损伤。又因为出于成本原因常常

涉及的是多穴模具，那么金钱上的损失相

应地就会快速升高。由于缺少止回阀，所

以特别是在热固性塑料注塑时就要特别注

重可重复性。除了使用低粘度的材料外，

为了保持尽可能低的模内压力，还必须对

过程进行精准控制。

为了能实现这些，在 Bosch 公司人

们对不同材料在包覆时的模内压力进行

的测验。标准材料在这期间只有大约 10 
bar 的很低的模内压力，在这些材料的导

热材料上模内压力却明显升高（图 3）。

它们的填充行为也非常不同。在标准材

料上，在靠近浇口与远离浇口处测得的

压力几乎没有区别。只是看到在填充期

间在靠近浇口处有一点点压力的升高。

而在导热材料上，填充期间靠近浇口处

的压力急剧升高，这是材料粘度高的明

显表现。升高置入体的温度虽然能够对

图 1：不同的板厚度时导热率与流动方向的关
系：随着板厚度的增加，x 方向上的导热率随
之降低，而z方向上的导热率则增加。资料来源 : 
Robert Bosch GmbH;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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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SMD 及 THT 电解电容器 (Elko) 的缺陷情况：更高的模内压力可能
会导致工件的损伤。资料来源 : Robert Bosch GmbH; 图片 : © Hanser

图 5：高粘度材料在填充时可能会发生电容位移并因此而产生
损伤。资料来源 : Robert Bosch GmbH; 图片 : © Hanser

图 6：热固性塑料注塑时的实测过程压力（左）与模拟
过程压力（右）的对比明显展示了模拟的偏差。资料来源 : 

Robert Bosch GmbH; 图片 : © Hanser

模拟与实际的区别
除了对过程及工件的实际影响外，

Bosch 公司还越来越重视虚拟的产品开

发。为了使上面描述的问题的发生从一开

始就能够最小化，就必须有一个相应可靠

的过程及结构模拟。虽然填充模拟已经能

够提供质量非常好的模拟结果，比如从填

充行为以及气穴和焊缝的形成等方面看，

但是量化分析评估还有改善的空间。特别

是在热固性塑料注塑的过程压力预测方

面，若干程序的结果都显示了与实测数据

的明显区别（图 6）。此外，对热固性材

料进行过程模拟时，获得可靠的材料数据

常常是一大挑战。

图 6 展示的举例中，充型期间所必需

的压力（比液压）明显被低估了。还有模

具内压，模拟也没有能够正确地描述。模

拟中看起来有一个完美的压力传递，但是

在实际中却并不是这样。改善热固性塑料

注塑模拟的其它重点领域是，置入工件元

件的预期负荷以及被封装电子元件的寿命

预测。

www.bosch.com

关于作者
Dr.-Ing. Torsten Maenz ist Projektleiter bei 
der B. Braun Melsungen AG im Bereich 
Montage und Spritzgießen im Braun 
Technology Center in Melsungen.
Dr.-Ing. Martin Giersbeck ist Abteilungsleiter 
bei der Robert Bosch GmbH im Bereich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Engineering 
for Future Components im Zentralbereich 
Forschung und Vorausentwicklung in 
Renningen.
Dr.-Ing. Gerrit Hülder ist Gruppenleiter 
bei Robert Bosch im Bereich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Polymers 
im Zentralbereich Forschung und 
Vorausentwicklung.
Dipl.-Ing. Armin Kech ist Forschungs - 
ingenieur bei Robert Bosch im Bereich 
Design and Dimensioning of Components, 
Prediction of Lifetime, Process Simulation 
im Zentralbereich Forschung und 
Vorausentwicklung.

已经提到的，电子元件封装是一个很长的

过程链中的最后的部分，所以当出现废品

件时财务风险就相应地很大。加工性能或

边界条件的些微变化就可能影响到过程质

量。所以，对于材料资质以及过程控制的

合适的策略就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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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给定子和转子绝缘的注塑模具
作为低成本高价值电机之前提条件的包塑技术

电气工程的部件由导电的及非导电的材料制成。竞争的压力使人们必须想办法减少组件数量和工
作步骤以及对装配实施合理化。模具制造企业 Mühlbeyer 公司在他们的用来加工定子和转子的模
具上采用了混合技术，也就是在一个工序中将接触材料与塑料不可再脱离地接合在一起。

在我们的现代化生活里，如果要按一下按钮就能让什么转

起来或者动起来的话，那么大多数是因为有电力驱动装置在工

作。在工业世界中——机器、仪器、材料加工、化学品、塑料、

纸张、纺织品、食品、石材 / 土地等——电机使加工过程更加

有效和高效率。在交通领域（铁路、汽车、船舶和飞机）、家

用电器、农业及消费领域中，电机也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即

使是在大批量生产中的电动驱动器的制造，电机也使人们能够

实现高效的制造工艺，由此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性价比。

一台电机的主要组成部件有：
• 转子（旋转电磁铁），

• 定子，

• 换极器或换向器（仅在直流电机上），

• 刷子，

• 线圈和

• 轴。

转子（图 1）是电机里的移动部件，并且在定子（图 2）的

两个极之间移动。根据电动驱动的类型和电机绕组的不同，从发

电角度看电机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部分：

• 所谓的叠片铁芯用于引导并局部集中磁力线。

• 电机绕组产生磁场。

电机的叠片铁芯由软磁材料薄片组成，根据机器的型号和

大小，这些薄片的厚度在 0.1 至 1.2 毫米之间不等。用这些软

磁的片材可以借助冲切模具冲切出转子或定子的二维形状。这

些有形状的片在轴向方向上叠摞在一起，而且，为了尽量减少

涡流的影响，它们之间要电绝缘。

一个电机绕组由最不同形式的铜线组成：绞线、扁线、型

材线、细线、钻线、编织线、“烤漆线”或者带绝缘层的标准

线以及需要时还带有润滑涂层。无论绕组是何类型，这些线互

相之间以及与叠片铁芯之间都是电绝缘的。

就热负荷能力而言，绕组绝缘是电机中的薄弱环节。热塑

性材料的使用温度可以达到 250˚C。而与此同时，铜导线基于

其焦耳热损失，形成了远超其它部分的最大的热源。这就是说，

功率密度将取决于绝缘体的热负荷能力以及对所产生的焦耳热

的排热可能性。就引导电流而言，绝缘材料与导电材料具有同

样的意义。

定子的不同塑料外衣。在对冲切件进行包塑时除了绝缘外
还为工件赋予了技术性功能。所有图片 © Mühlbeyer

图 2：包塑了聚苯硫醚
(PPS) 外衣的定子。

图 1：转子塑料外衣的举例。

绝缘材料的重要性不亚于导电材料
可供使用的绝缘材料种类之众使选择材料及对其进行概述

都很困难。之所以这样，一部分原因是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

高的击穿强度和爬电电阻、好的导热率、高耐温性、良好的耐

化学性、高机械强度以及低成本。由于这些目标很难融合在一起，

所以将根据优先性选择专门合适的绝缘材料。所使用的绝缘材

料将直接影响导热和电压安全，尤其是电机的几何设计。由此

就从结构上确定了绝缘层厚度及爬电距离。

在此还要考虑如何将电机绝缘系统设计得能承受负荷。所

以必须对不同状态下的应力分布进行分析以及对各种绝缘材料

进行定性。塑料通常都要做这个工作。

就定子或定子分段的塑料外衣而言，在对叠片铁芯进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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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时不仅要包塑槽绝缘和用于安装冲切叠片摞的底板，还要赋

予某些技术功能，如用于导线过渡的轨道肋、极套绝缘、用于

接触零件的塞套、偏转销、极套内法兰、导线通道、螺丝头的

富裕空间以及出口和入口槽等（图 3）。

一个注塑周期开始时，冲切摞由人工或者由卡爪自动地放

入模具中并通过一个中心芯定位。在模具合型期间它将靠推杆

保持位置然后接着用塑料（如 PPS-GF40）进行包塑完成加

工。最后由一台照相机自动化地对工件进行外观上的质量检验。

这 种 形 式 的 模 具 是 Mühlbeyer Werkzeug- und Formenbau 
GmbH 公司的一个强项。

高模具温度时模具部件也将更贵
为定子分段、定子、转子和叶轮的绝缘所选用的塑料从

本质上影响着注塑模具的成本。像聚酰胺 (PA) 这样的塑料需

要模具温度达到 80 至 100 ˚C，它所引发的成本比聚苯硫醚

(PPS) 这样的塑料要低得多，聚苯硫醚要求模具温度达到约

150 ˚C，也远低于聚醚酮 (PEK) 或聚醚醚铜 (PEEK)，后面两

者甚至要求模具温度达到 240 ˚C 以上。

当高模具温度时，像传感器、执行器、插件用磁铁、模具的

完整全方位绝缘、热流道系统以及复杂的推杆（形成毛刺）等标

准件都将明显贵很多。模具部件的尺寸公差也将缩小，加工精度

可能会要求达到 2 μm。

再有就是使用 PPS、PEEK 和 PEK 等高性能塑料时，模

具的修正工作也复杂得多，因为粘度（会形成涂覆表面上的毛

刺）比使用 PA 时高。在高压绝缘体上，毛刺的形成会导致局

部放电或者还有电线损坏及绕组出错等。

导流器支持薄壁区域的填充
含有玻璃纤维增强成分或者云母添加剂的塑料复合物的流

动行为会受到负面影响。因此，要尽可能做注塑模拟，比如采

用 Autodesk Moldflow Insight 软件，以便避免由于错误假设而

做出错误设计。注塑件可能出现的缺陷情况有不完整的注射或

焊缝缺陷等。在模拟中，需要时还可以额外纳入并计算助流器、

多重连接等等——或者还可以纳入溢流腔，其中的多余塑料可

图 3：具有额外技术功能的包塑了塑料外衣的定子。
U/V/W 指电气连接方式（电机星形连接；S = 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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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开模时自动地被分离。

在某些位置上可以额外放入助流器，这些位置不可以影响电机

的功能。这种位置比如可以是轭环中心内区方向上的槽绝缘表面，

它不可以被绕组触及到。也可以通过转子或定子上的直径几毫米的

孔来实现导流器的作用。这些导流器可以支持热塑性塑料的材料流

动并促成薄壁区域的填满。

在每一个这样的注塑模具中都必须考虑冲切摞的公差补偿

（达到 0.8 毫米）问题，以便保证一个稳定的过程。在设计时，

出于缠绕技术上的设置，必须设计最小的几何形状（比如转弯

半径 0.1 毫米），以便绕组线落线。对于在凹槽内的斜绕，需

要一定的表面粗糙度，这样能阻止绕线滑脱。当然，这要以这

些聚合物绝缘材料能承受这些为前提。

置入件的位置精度是有后续影响的
像永磁体、叠片铁芯或者其它的置入件必须在注塑模具中

有精确的定位。它们的位置在注塑中必须明确确定。人们可以

借助各种不同的 Mühlbeyer 的夹紧系统技术在注塑模具中实现

这一切。置入件的定位精度越高，电机的甩动就越小。也就是说，

不对称的转子质量分布会因此被有利地减小。

而较小的甩动又会对电力驱动的效率产生正面的影响，同

时还会减少噪音的产生及部件磨损。而且，通过叠片铁芯或者

说基体在注塑模具中的准确占位还能够改善径向、周向和纵向

的公差链。

设计注塑模具时需要制定一个注塑模具功能流程图。由此

就保证了置入件的功能及位置。同样，还必须保证线缆的引导。

基于不同的叠片铁芯而出现不同的转子和定子的安装高度，就

必须考虑在注塑模具中借助一个机械高度补偿机制（图 4 和 5）

进行找平。此外，还要确定一个或多个注入点，这样才能保证

完整的填充以及塑料外衣的低翘曲。

完整的填充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可以排除一切运行期

间的介电故障的可能性。设计注塑模具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是，在轭环的外部及内部所要求的部分裸露。这里也必须采

取建设性的措施。比如可以通过不同的冲切件的密封技术达

到目的。

在特殊情况下，当加工是在带转盘的设备上进行时，模

具的下半部是双倍设置的（图 6）。转盘为装载卡爪的每一

图 4：用于定子塑料包塑的四穴模具的喷嘴面。
旁边是该模具主芯的特写镜头。

图 5 左图：用于定子的四穴模具（推出工件面），它在一台
转台机器上运行。它里面包含一个进行模具电子监控的 CVe
监视器，它在显示屏上显示注射次数、周期时间和负荷量。
图 6 右图：自动化的加工设备：用于定子的四穴模具——由
一个模具上半部及两个安装在转盘上的模具下半部组成——
包括传递配套在内都是由 Mühlbeyer 公司设计并制造的。

次操作留有足够的时间以便其靠近并将冲切摞和其它置入件

小心地放入正确的位置中。在这个过程中，卡爪在四穴模具

中先自主校准位置，精确度达到百分之几个毫米。紧接着把

这个经过照相机检验过完整性的置入件精准地放置在模具

中。包塑过程完成后由机器人将加工完成的工件取出模具，

转盘旋转 180˚。最后机器人将包塑完的工件放入集纳箱，这

些集纳箱一个接着一个摞起来，并由一条传送带运走。在此

期间，第二套模具的下半部中的型穴将在转盘的另一边又被

填充。一个完整的注塑周期持续 26 秒钟。这对客户来说就

意味着非常高的生产率。

定子或转子注塑模具上的单一工件的加工也可能会需要特

殊措施。比如不久前制造的一个用于生产电机转子和定子的模

具，在其中除了需放入冲切摞外，还要置入磁铁。这时候就必

须在铸型上使用自身不带磁性的材料。因此，Mühlbeyer 公司

在这个模具上决定使用非磁性材料钛铁。

在第一批试验中他们对硬度为 48 至 53 HRC 的材料进行了

铣削，它虽然不是特别硬，但由于其碳化钛及奥氏体结构却非常

耐磨，不过在铣削过程中发生了切屑被焊在了铣刀上的问题。所

以就必须对钛铁使用特殊的铣刀。除此之外还必须额外制造一个

夹紧装置，因为磁性夹紧技术对于这种钛铁合金在所有加工中都

不起作用。

总结
这里所介绍的用于为叠片铁芯及置入件进行塑料包塑的模

具技术，对于生产和安装电机定子和转子（电流激发的或永磁的）

的客户而言是一种增值。以此而能够实现的包塑技术显示了很

高的过程效益和成本效益，因为它除了绝缘作用外还给工件赋

予了技术性的功能。Mühlbeyer 公司以此服务于来自汽车、铁路、

风力发电、电气、控制、空调、设备及自动化技术等领域的使用者。

www.muehlbey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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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动化扩能
的单机策略
Goerlich 公司用交钥匙系统
取代两台带有立式合型单元的机器
项目的目标是明确的：一台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必须
能够取代多台由操作人员控制的分散工作的机器，
以便能够无差错地且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大批量地
生产带三个插针的真空传感器的外壳。塑料加工企
业 Goerlich 公司选择了机器制造商 Arburg 公司作
为通往更高生产效率之路的合作伙伴。

从 电 子 元 件 到 外 壳： 塑 料 技 术 在

电子工业中的应用可能性含括了一个很

宽的范围，无论是形状、大小方面，还

是应用方面。这其中也包括汽车生产中

的许多电气元件，它们是采用注塑方法

生 产 的。 位 于 Wilsdruff 市 的 Goerlich 
Kunststofftechnik GmbH 公 司 在 电 气 工

业中的努力着重于精密、使用不同材料

的经验以及最新的技术。一个真空传感

器的外壳，比如在发动机自动启停系统

中使用的那样，是由 30% 玻璃纤维增强

的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PBT-GF30)
制造的，每个上面都集成了三个金属针。

注塑机制造商 Arburg 公司与 Goerlich 公

司一道设计的生产传感器外壳的全自动

化设备将来可以通过更换相应的模具芯

而生产三种不同的选项。这台设备取代

了两台由人工控制的分别工作的机器，

两台设备上采用的是包括检验装置在内

的垂直夹紧装置（型号：Allrounder 320 
C），之前为了系列生产必须使用它们。

在最小的空间内实施了
许多分步骤

Arburg 公司交钥匙工程的项目策划

团队的 Andreas Armbruster 介绍了范围

广泛的任务要求，它们都是这台设备要满

足的：“最大的挑战是，要在要求的短周

期时间内实施不同的加工步骤。特别是要

将总共 24 个非常纤细的针从冲切直至置

入 8 穴的模具中，这个是非常具有挑战性

的。”这台设备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

题图 ( 左 )：所有之前的过程步骤都被集中在一
个狭小的空间里：完成细针冲切（右边）后，
Scara 机器人将它们放到承载盘的正确位置上
（左），这样 Multilift V 机器人系统就能够将
24 个针转而放入到模具中。
图 1（右上）：在这个应用中，Multilift V 中卡
爪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且挑战性很强。
图 2（右下）：Goerlich 公司用这台紧凑的交
钥匙设备能够高效且灵活地生产汽车工业中用的
真空传感器外壳。所有图片 © Arburg

在最小的空间里以可控的技术实施许多分

步骤（题图）。如果没有这个自动化解决

方案的话，每年的生产数量就只能以显著

高很多的人工使用才能完成。

所使用的注塑模具是在 Goerlich 公

司模具制造部门开发并生产的。除了一

个带冷分流管的热流道外，模具上还装

备了一个液压触动推杆以便精确地承接

细针。镀金的插头触点被前置地馈入板

带内并分离。一台 Scara 机器人将它们

放到旋转驱动的装载板上正确的位置上，

以便由一台 Multilift V 线性机器人系统抓

取它们（图 1）。细针置入模具推杆的过

程不受力，在模具的顶出侧的 8 个完成

件的取出也一样。

自动化的工件检验
触点包塑后，首先先把四个浇口的

歧管分支脱模并扔进机器底座中。然后

机器人系统将八个插头放入一个带滑块

和数控轴的检验装置中以便更精确地定

位。在这个装置中，滑块会移动到不同

的 位 置 上， 按 顺 序 进 行 连 续 性 检 测、

1000 V 的高压测试以及光测试，并且给

合格工件做标记。最后，一个旋转盘分

配系统（向前向后转 180˚）按型穴分开

地将工件扔进 PE 口袋里。

在交钥匙设备（图 2）上使用了一台

合型力为 1000 千牛的 Allrounder 470 H
型号的混合式注塑机以及 290 型号的注

塑单元，它上面带有多个抽芯装置和特殊

信号。电动拐臂杆合型单元与动态液压注

塑单元的结合使同步行驶动作成为可能。

这首先为系列生产带来了时间上的优势。

机器控制系统 Selogica 得到了 Goerlich
公司的高度认可，因为它支持多种不同的

设备控制系统的通信，并因此保证了交叉

协调的加工过程。

Goerlich 公 司 的 生 产 主 管 Thomas 
Ehrlich 对这家系统供货商非常满意：“ 
Arburg 项目管理团队在这个交钥匙设备

上保证了有依据的且快速的沟通以及供

货商之间的协调，并因此保证了以解决

问题为导向的项目实施。”Goerlich 公司

在注塑加工中完全使用 Arburg 品牌。34
台 Allrounder 型号的注塑机（其中有多

台是双元注塑机和立式机器）加工包括挑

战性很强的部分在内的塑料，如 PEEK、

PSU、PEI 或者 LCP。

对于企业为什么要实施这个单机策略

的 问 题，Thomas Ehrlich 回 答 说：“ 自

1980 年代我们开始合作起，这些机器就

被证明是非常可靠的。采用这台单机我们

就能够为我们的客户出色地、高质量地持

续生产我们产品范围内的产品。对于我们

来说，没有理由更换或补充其它提供商。

交钥匙设备项目的顺利进展再一次证明了

我们策略的正确。”

www.arburg.com

关于作者
Susanne Palm arbeitet in der 
Unternehmenskommunikation der Arburg 
GmbH + Co KG, Loß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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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PET碎片制造的可持续性工件
新型复合材料用于长寿命的技术应用

Fraunhofer LBF 研究所在研究项目“UPcyclePET”中与 Easicomp GmbH 公司合作开发了一种
新材料，它的质量必须在实际试验中得到证实。在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工件上， 稳定长纤维的机械
上的优点——再结合 PET 材料的正面的性能如低膨胀和高尺寸稳定性——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

塑料垃圾以及对它们的不当处置会导致全球的环境问题。

在这里包装塑料尤其成问题，它们在经过短时间的使用周期后

就会进入环境或者必须处理掉。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是，从

短寿命的塑料垃圾中获得高价值的材料，并为它们在长寿命的

技术性应用中找到新用途。在“UPcyclePET”项目的研究计划

中，Fraunhofer LBF 研究所与 Easicomp GmbH 公司（一家长

玻璃纤维增强热塑性塑料的专业企业）一道开发了一种以用过

的 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饮料瓶为基础的新的同时也

成本低廉的材料。潜在的目标应用包括轻量化汽车部件领域，

如发动机支架或安装支架。

出自使用过的饮料瓶的可持续的新材料
这个方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将所谓的出自用过的饮料

瓶的 PET 碎片（后面均称为 rPET）直接投入到一个由复合制

备及拉挤组成的高度集成的加工过程中进行加工。在这里，特

别稳定的长玻璃纤维的机械优点与 PET 的优势性能如低膨胀和

高尺寸稳定性进行了结合。

通过一个量身定制的添加剂方案，再结合经过优化的复合

及拉挤的过程控制，就可以使熔体及复合材料的性能得到调整

以符合目标应用的要求。这里主要关注的是机械性能。项目伙

伴确定的目标是，用塑料瓶碎片制造长玻璃纤维增强的 PET，

它的机械性能要达到如今用新原料制造的短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的水平，比如聚酯或聚酰胺 (PA-SGF、PET-SGF)。与定性非常

明确的新物品不同，回收料从其质量上看对过程控制及开发配

方提出了特殊的要求。PET 的大量性能如湿度敏感性、加工期

间的降解行为或者缓慢结晶等给材料的开发及过程的设置带来

了特殊的挑战。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拉挤过程和玻璃纤维复合

材料（比如从玻璃丝的粘度限制及可交联性方面看）的特殊要求。

这些相互作用以及有针对性的优化要求人们对化合物和复合材

料的配方及过程控制要有全面的认识。因此，在“UPcyclePET”

将 PET 瓶垃圾回收处理成长纤维增强的热塑性塑料。
© 瓶子 : akf – stock.adobe.com; 碎片 : © Ursula 
Raapke; 表格来源 : Fraunhofer; 图片 : © Hanser

图 1：冷断裂后对比性的扫描电镜图像与不同的 PET-LGF50（在成分组
成及过程控制上有区别）所达到的机械参数值的相关性与 PET-SGF45 的

对比。照片 : © Fraun hofer; 表格来源 : Fraunhofer; 图片 : © Hanser

图 2：rPET-LGF25 与 PA-66-SGF25
的机械特性值对比。资料来源 : 
Fraunhofer;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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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可持续性的薄膜生产： 
 单一材料解决方案
 更高的设备效率 
 薄膜直接回收 
 智能拉伸烘箱管理

www.brueckner.com/cn

在K 2022
展会上的技术创新

请于10月19-26日光临 我们在杜塞尔多夫的 第3展馆 - C90号展台

项目中对挑选出来的配方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系统性的

调查。这一过程可依据下述的长玻璃纤维成分为 50% 的两

个配方的纤维 - 基体粘附 (rPETLGF50) 为例来描述。对这

个配方采用电子扫描显微镜进行了冷断裂的对比调查（图

1）。通过使用一种增粘剂并对过程控制进行了改变，纤维 -
基体粘附性较差时复合物中出现的典型的纤维拉出情况得

以减少。其结果直接表现在了机械性能的明显改善上。

在其它各项调查中，比如结晶行为及形态，对结构与

性能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认识以使这些回收料增值。最后确

定了以 PET 回收料为基础的新型长玻璃纤维增强 rPET（以

下称为 UPcyclePET）的最终配方。该配方中含有 25% 的

玻璃纤维，以下称为 rPET-LGF25。

rPET与PA 66碳足迹的对比
图 2 显示的是在溅干条件下测得的以 PET 回收料为基

础的新材料 rPET-LGF25 的拉伸应变特性与出自新原料的

PA-66-SGF 的 对 比。PA-66-SGF25 以 及 rPET-LGF25
的材料性能显示了可比的拉伸弹性模量，不过在拉伸强

度和断裂延伸率上有一些不同。在碳足迹上，基于回收

料 的 新 材 料 rPET-LGF25 与 出 自 新 聚 酰 胺 原 料 的 PA-
66-SGF25 相比展现了决定性的优势。由项目伙伴 Öko-

图 3：选出的 rPET-LGF25 工件是一个窗户卷
帘系统中的功能件，它对几何形状及机械性能
上的精确度有着很高的要求。© -Easicomp

图 4：挑战：左边图中圈出了一个缩痕处，右边的
浇口图中可看到末端上的长纤维。© Easi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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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 生态研究所进行的材料生产的生态平衡方向性调查认

为，UPcyclePET 的碳足迹为每公斤 5.1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

而以新原料为基础的 PA-66-SGF25 则为每公斤 11.0 公斤二

氧化碳当量，大约为前者的一倍。

UPcyclePET 制成工件
在以这种方式开发的配方的基础上又额外选出了一个工

件，这个工件现在是用一种其它的短玻璃纤维增强的聚酰胺制

造的，它被用在汽车制造上。为了评估边界案例（长玻璃纤维

及短玻璃纤维增强的热塑性塑料，在一个现有的、为短玻璃纤

维增强聚酰胺 66 材料而进行了优化的模具中），他们特意选

择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工件。

这个选出的 PA-66 工件的外形尺寸大约为 57 mm x 48 
mm x 23 mm（长 x 宽 x 高，见图 3），用含有 25% 短玻璃

纤维成分的材料类型制成，后面简称 PA-66-SGF25。这个工

件是在 K.S. Kunststoff-Innovation GmbH 公司生产的，该企

业专门生产高品质的技术注塑制品。

尝试显示，为加工短玻璃纤维增强的 PA-66-SGF25 材料

而设计的注塑模具，通过改变注塑参数也能够加工长玻璃纤维

增强的 rPET-LGF25（LGF 颗粒长度：11mm）。如所预期的

那样，填充过程并不完美，这是因为其玻璃纤维长度比 PA-66-
SGF25 的玻璃纤维明显长很多。而这种不完美又会对工件的均

质性及工件质量产生影响。在典型的缩痕处，比如在浇口区域，

可以用肉眼看到这些（图 4）。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长的纤

维长度使 rPET-LGF25 不能顺畅地流过狭窄的模具通道。这会

导致在浇口区域形成“冻结”，之后也就不能相应地维持增压，

由此就形成了缩痕（图 4）。对合适工件（比如更大、不太复

杂的工件）的鉴定以及对 rPET-LGF25 的颗粒长度和纤维长度

的优化是对新材料进行定性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与之不同，PET-LGF25 工件与 PA-66-SGF25 工件相比

收缩明显要小很多，因此具有更高的尺寸稳定性。对工件进行

的无接触式光学测量显示，PET-LGF25 工件上的局部收缩比

用 PA-66-SGF25 制造的工件的要明显小很多（图 5）。这要

归咎于 PET 的固有特性。

总结与展望
总起来看可以确定，在这个由 BMBF（联邦教育与科研署）

资助的“UPcyclePET”项目中成功地开发了一种以二次 PET
原料为基础的新的长玻璃纤维增强的材料。这种新材料所表现

出的机械性能与用新原料生产的短玻璃纤维增强塑料（PET-
SGF 和 PA-66-SGF）的性能相似。而且，与 PA-66-SGF25 相

比，rPET-LGF25 具有好很多的碳足迹。除此之外，在 BMBF
项目“UPcyclePET”的框架内还展示，在同一个模具中可以生

产至今只用 PA-66-SGF25 加工的几何形状较复杂的小工件。用

rPET-LGF25 生产的展示工件显示了较小的收缩以及特别高的

尺寸稳定性。这些结果明确展现了该材料的潜力。在后续项目

UPcyclePETPlus 的框架内将开辟超出 PET 瓶碎片的材料来源。

在此也将致力于制造更大的演示工件，它们将在模具中以更宽

的流道和喷嘴进行生产。

www.lbf.fraunhofer.de, www.easicomp.de

关于作者
Dr. Frank Schönberger leitet die Abteilung Polymersynthese im 
Bereich Kunststoffe des Fraunhofer-Institut für Betriebsfestigkeit 
und Systemzuverlässigkeit LBF in Darmstadt.
Shilpa Khare leitet die Gruppe Technikum im Bereich 
Kunststoffe des Fraunhofer LBF in Darmstadt.
Dr. Tapio Harmia ist Geschäftsführer der Easicomp GmbH.

图 5：采用一个非接触式的光电测量系统进行工件测量。左侧是出自 PA-66
的原始工件的，右侧是出自 UPcyclePET 的演示工件的。© ZiMa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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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地跨入塑料的第二生命周期
确定回收料的再添加需求量的方法
塑料行业正在向循环式的生产模式发展，而且对回收料的需求量
也越来越大。为了保证所要求的质量程度，人们对回收的塑料借
助再添加调整进行稳定处理。必须再加入多少添加剂，则常常取
决于当时批次的材料来源。对需求量的确定有两个分析方法和测
试工艺得到了证实。

使用塑料添加剂对热塑性塑料进行调

整对其加工、性能和寿命是至关重要的。

聚烯烃，尤其是聚丙烯 (PP)，需要添加

剂作为基本装备，以便保护这些材料在初

级加工（制粒）中不会因热氧化而发生降

解。作为基础的稳定方法，初级和次级抗

氧化剂的组合以及加入除酸剂在常年的使

用中得到了证实。除了这一基础性的调

整，聚合物还将根据要求及所应用的领域

加入其它的添加剂。添加剂的加入量可以

从基础调整中的几百个 ppm 到好几千个

ppm，比如在完全调整性能的薄膜类型中

或者汽车领域的高稳定工件中。

对于这种塑料的制备和回收处理，除

了采用添加剂进行调整外，在之前应用中

的老化经历也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热应

力、酸性或碱性物质的存在、紫外线的辐

射、金属的影响以及其它种种因素会导致

添加剂的消耗和降解，它会在应用中通过

脆化、变色或材料破损等表现出来。除了

可能的降解产物或者消耗的稳定剂外，在

对投入的材料进行制备时还要考虑材料的

污染，这种污染可以通过对存在的外来聚

合物、粘合剂、矿物填料和其它附加成分

的分拣和分离能力来表现（图 1）。出于

这个原因，在对聚烯烃进行制备时需要评

估活性稳定剂的含量及污染情况，以便从

中推导开发出量身定制的稳定措施方案。

确定再添加的需求量
在 一 个 合 作 项 目 中，Mitsui & Co. 

Deutschland GmbH 公司及 APK AG 公司

采用 APK 的 Newcycling 回收工艺对回收

料中的再添加剂用量进行了调查（见方框）。

这一需求量与采用其它工艺回收的回收料

进行了对比，并从中导出了一个用于确定

回收料中再添加剂用量的一般方法。

如果不使用候补稳定剂或者使用不够

的话会怎么样，在调查过程中进行的实验

对此做出了展示。为此人们选用了一种市

售的、用机械法回收的 PP 回收料。回收

料的一个部分采用专门为回收塑料而调整

的稳定剂系统进行了调整，其它部分则以

其原本的形式使用。两个部分的回收料都

在 190˚C 下熔化，并将小金属片浸入其

中六个小时。然后取出小金属片在空气湿

回收料在 APK 公司在摆锤冲击试
验机上进行检测。© APK

图 1：投入的塑料垃圾材料流是极
其多种多样的。它们在添加剂的使
用上有区别，在聚合物及添加剂的

降解情况上也有区别。© APK

图 2：右边小金属片上的腐蚀痕
迹说明在回收料中存在反应性
成分。它们会导致聚合物及添
加剂的降解。© Mitsui & Co.

度下在 20˚C 下放置七天。

稳定剂不足的后果
从未经处理的回收料中取出的小金属

片的表面上能看到非常明显的腐蚀痕迹，

而从经过稳定处理的回收料中取出的小金

属片的表面上只有很少的腐蚀（图 2）。

腐蚀倾向的程度是显示反应性成分存在的

一个指标，这种成分也能够诱导添加剂和

聚合物的降解。因此，从试验结果就可以

知道在相关的回收料中使用补充稳定剂的

必要性。

在开发一种用于回收料的稳定剂配方

时首先要回答两个重要问题：

• 如何从输入的材料流中做到有代表

性的取样？

• 哪些方法适合用来评估残留的活性

稳定剂及可能存在的污染？

以色谱法或光谱法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在分析时基本上只需要非常少量的样品，

样品量常常是在毫克范围内。由此就产生

了从大部分非常不均匀的材料流中采样的

问题，并因此使分析结果具有较低的可靠

度。出于这一原因，在 Newcycling 过程

中首先使用的是完成制备过程后的采样，

也就是说完成挤出制粒后的采样。

分析方法是根据实际需要及经济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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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对于确定活性稳定剂（主要是抗

氧化剂）以及可能存在的污染物的含量，

人们关注的焦点较少聚焦在测定物质本身

上，而是它在聚合物基体中的影响。

放在抗氧化剂上这就意味着，哪种形

式的稳定剂（比如空间位阻或半位阻酚）

有效这件事只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更为

重要的是，是否仍然存在着一个由初次及

二次抗氧化剂组成的有效系统。对污染物

及可能存在的拮抗剂而言也一样，在此对

物质性质的认知也很重要。

对于在 Newcycling 过程中投入的材

料流进行质量评估，分别选择了两种分析

方法和试验过程，它们在新原料的质量评

估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并且从实用性、可

信性及经济性上看也符合标准。两种分析

方法涉及的是黄度指数 (YI) 和氧化诱导

时间 (OIT)，试验过程是多次挤出试验和

烤箱老化试验。

黄度指数得出的结果
在测试中，对出自 Newcycling 过程

的十个批次的 PE-LD（低密度聚乙烯）

的黄度指数进行了测定，它们都经受了

烤箱老化试验。为此这些试样都在 140˚C
下以三小时为时间间距测量了不同试样的

黄度指数（图 3）。从曲线变化上可以看

出下列特征：

• 试 样 原 本 的 颜 色 从 轻 微 泛 黄 (YI 
2.3) 到明显变色 (YI > 15)。变色范围的宽

度由所使用的不同的投入材料流决定。

• 作为聚合物降解或者其它降解反应

尺度的曲线斜率在所有批次上显示了基本

一致的变化。

• 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投入材料流，没

有一个批次表现出了明显的曲线降低或提

升，所以可以认为初始材料是均匀的。

从烤箱老化试验的结果出发设定了含

有不同添加剂及不同添加剂含量的稳定剂

系统。使用稳定剂系统可以平缓 YI 曲线。

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仅与出发点有一

点点偏差。

对热氧化降解的影响
在 使 用 稳 定 剂 系 统 的 同 时 还 对

PE-LD 回收料（rPE-LD，见图 4）的热

氧化降解行为进行了调查。在这里人们特

别想知道的是，Newcycling 过程是否会

从 PE-LD 中去除仍存在的残余活性热稳

定剂，主要是初次及二次抗氧化剂。出于

这一目的，人们对出自三个批次（批次

03、04 和 10）的试样进行了测验并进行

了多次挤出试验。这些试样的一部分在不

使用任何添加剂的情况下在标准条件下进

行了五个周期的挤出，第二部分试样则在

第一次挤出中使用了稳定剂包（剂量：

2000 ppm）。试验显示，在没使用稳定

剂的试样中在很短时间内就发生了热氧化

反应，这说明残余的稳定剂已经被完全消

耗完了（表格）。相应地，在后面的 2 至

5 周期中再没有测到任何活动。

对于使用了添加剂的那些批次，经过

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段才测到开始发生氧化

过程，而且氧化过程如预判的那样随着周

期逐次减少。在这里比较引起注意的是批

次 03 与批次 10 之间的差别，在来自烤

箱老化试验的 YI 曲线上也能看到区别。

分析方法不能直接得出各批次间不

同变化的结果。但是可以推断，一是在投

入材料中存在不同量的残留稳定剂，再有

就是可能的污染物如酸性残留物等或者对

PE 材料的更大的破损等会导致较低的基

本稳定性及随之而来的较短的诱发时间。

热稳定性与新物料可比
为了对 rPE-LD 进行后续加工，所有

三个批次都通过添加剂达到了充分的热稳

定，与新物料的值可比。通过对稳定剂系

统的进一步改变，就能够对回收料中异质

材料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做出反应。比如

在批次 04 中加入稳定剂系统后 YI 曲线值

上升，它是变色的原因，通过换成一种抗

氧化剂后使其下降了。新成分的选择原则

是，它的 OIT 值与最初稳定剂的原始值

不能有明显的偏差。

四级质量保证
调查显示，回收过程也是形成整个

价值链的一部分。从对投入材料以一定的

质量进行准备开始，到回收过程本身，直

至相应的产品按预期的最终应用，整个过

程必须分不同的阶段检视。规划的这个项

目侧重于将 Newcycling 过程用于柔性的

PE-LD-PA 垃圾，这些垃圾将在 APK 公

图 4：PE 回收料中的再添加剂的用量是
多少，这常常要根据残留的热稳定剂的

残余量还有多少而定。© APK

Newcycling 技术
包装直至多层膜垃圾提供了一个材料

性的溶剂型回收处理方法。经过机械

预制备步骤后，目标聚合物将被溶解

并去除异质材料，如添加剂、染料或

有机物质等。接着它们将被以很高的

纯度挤出进行再制粒。该工艺的基础

是对已知的机械式过程进行再开发以

及一个额外的溶解步骤。因为不发生

化学反应，且聚合物的分子结构不会

受到影响，所以该工艺属于材料性工

艺而不属于化学回收技术。

图 3：经过烤箱老化后的黄度指数：不同样品的 YI
值升高非常近似，这说明它们的降解过程是可比的。

资料来源 : APK;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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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 Merseburg 市的工厂里进行回收。

在这里必须注意在各个薄膜团组中的质量

差别，因为在生产这些薄膜时使用了不

同的新物料。这些新物料的选择是专门根

据加工工艺及终端应用需要而确定的。因

此人们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四级质量保证系

统，以便以这种方式保证每一个 PE-LD-
PA 团组的加工。

• 第一步，对于一个新的来源，将在

APK 的实验室里以大约 A4 纸的 3 到 4 张

大小的规模对聚合物特性进行定性并进行

溶解测试。

• 如果试样的行为是正面的且 PE-LD
可与 PA 分离，那么就会与来料供货商约

一个现场考察约期，以便了解相关供货商

使用了多少配方以及用什么工艺转化实

施的。经过这一接近了解，APK 就可以

确定是吹膜类型还是流延膜类型，反映

在产品上就是 Mersalen NCY 01 产品和

Mersalen NCY 02 产品。

• 如果这个步骤也顺利的话，就会订

第一批料，并紧接着由 APK 的质量保证

团队在基地进行试验。为此将从每种薄膜

中采集样品并进行分析。质量保证团队

给出绿灯放行后，就会将剩下的来料在

Newcycling 过程中进行纯处理，以便了

解对过程参数可能要做哪些必要调整。

• 如果这一步的试验也顺利的话，下面

就可以使用这个来源的材料了，而且是采用

可取得具可比性的终端产品质量的配方。

采用这个质量保证系统将来就可以根

据特定的性能处理更多的其它混合物料，

这些还是理论上的，还未收到市场的需求。

www.apk-ag.de，www.mitsui.com

关于作者
Hagen Hanel ist Leiter des Plastics 
Recycling Innovation Center bei APK.
Dr. Achim Roth ist General Manager 
bei Mitsui & Co. Deutschland.

批次 03 批次 04 批次 10

无添加剂

周期 1 0,1 0,6 5,0
周期 2 0,0 0,0 0,0
周期 3 0,0 0,0 0,0
周期 4 0,0 0,0 0,0
周期 5 0,0 0,0 0,0

有添加剂

周期 1 16,5 27,5 60,0
周期 2 11,7 23,1 60,0
周期 3 7,6 18,8 60,0
周期 4 6,7 15,1 55,6
周期 5 6,9 12,6 46,0

200˚C 下各批次（有稳定剂和无稳定剂）经过多次
挤出后的 OIT 值（单位：分钟）。资料来源 : 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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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高要求的 rPET 混合物
从消费后塑料混杂体中生产可注塑用的 PET 共混物

从不同材料、不同颜色中获取 PET 回收料给回收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MultiPet GmbH
公司致力于研究可注塑用的混合物，用它们可以生产出PET共混物的高质量多结构的注塑件。
仅在回收的透明 PET 样品领域里未达到所希望的性能形态。

五颜六色的混合体：对来自瓶子、
泡膜或盒子的混合团组的回收处
理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MultiPet GmbH/Veolia

成捆的混合 PET 70/30 组：在材
料分析中，这些收集来的物品将
被进一步分成尺寸稳定的 PET 包
装组、带剥离膜的盒子组、不带
剥离膜的盒子组以及泡膜组。

© MultiPet GmbH/Veolia
rPET共混物及注塑的多用途试棒。

© MultiPet GmbH/Veolia

与加工种类纯净的 PET 塑料瓶不同，

对来自双系统的 PET 混杂物（瓶子、泡膜、

盒子等等）进行再生利用其挑战性明显

要强得多。

加工 PET 混杂物时
会遇到哪些问题

由于在 PET 混杂物中含有大量的杂

质、复合物成分及其它塑料，还由于已

经发生的降解而对 PET 造成的损伤，所

以在材料回收的加工中就带来了一系列

的困难：

• PET 会吸收大量水分，这些水分在加工

之前必须通过彻底的烘干被排除，用以

防止在复合过程中发生水解裂解。

• 在将二次原料（PET 混杂物）制备成碎

片料时，里面混杂了所有的颜料和色素

混合体，而它们会导致复合制备后材料

变成灰色至棕色的杂色。

• 像除氧剂（清除剂）这样的添加材料在使

用了 PET 回收料的新制产品中通过再次

的热负荷会使产品发黄。由于所有的添

加材料在制备后同样会留在碎片料中，

有可能会在重熔后出现不透明的材料。

• 人们现在还不清楚在不同塑料类型中的

大量添加剂会如何互相融合，以及它们

是否会使 PET 更倾向于降解。

• 回收企业不知道处理的混合 PET 包含了

哪些塑料类型。

• 这些混杂物中可能会包含聚酰胺 (PA) 成

分及其它不希望有的杂质，它们有可能

会在加工过程中导致分解迹象。

与之相应，目前还不存在 PET 混杂

物的可商业利用的材料回收可能性。因此

就有一个目标，通过使用合适的增容剂从

消费后 PET 塑料杂物中生产回收料，而

且它们要可用于注塑加工。

所需要的技术功能
这种需要开发的可用于注塑加工的

PET 混合物必须具有一定的技术功能并

进行了相应的优化。在此，追求的 PET
类型的特性粘度在 0.7-0.8 dl/g 范围内。

使用增容剂后会由于介面能的降低而使异

质塑料达到尽可能精细的分散分布并由此

得到更大的表面，这样就更利于改善冲

击 / 缺口冲击强度。再有就是其结晶行为

要适应常规的注塑型的 PET，必要时可

通过加入成核剂进行调整。在这里，PET

混合物的性能组成就机械性能而言应该与

商用的 PET 注塑材料相符。

采样及特征定性
在选择所需要的材料并对其定性时，

他 们 对 混 合 PET 50/50 (328–3) 及 混 合

PET 70/30 (328–2) 的重量分析进行了规

范。在分析时，他们将“其它尺寸稳定的

PET 团组部分”分成了盒、带剥离膜的

盒以及泡膜，并且把这些分出来的分团组

又分为食品领域的及非食品领域的。

紧接着对这些分类的团组中采集的样

品借助“差示扫描量热法” (DSC)、“熔

体流动指数”(MFI) 及烘烤测试进行了检

测。在质量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

寄存器。这个寄存器中包括了可回收塑料

(PET) 的质量分布与两个特征组中每个分

类团组中遇到的外来物质及干扰材料的关

系，以及它们在食品及非食品领域中的隶

属关系。

可回收物价值链及
加工的扩展

使用回收料的障碍可能来自于材料及

工艺技术上的因素，比如变色、细小夹杂

物（黑点）、IV 降解（特性粘度）等等。

基于消费后 PET(PCPET) 的分子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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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 共混物与 PET Arniten 的特性粘
度的对比。资料来源 : MultiPet GmbH/

Veolia; 图片 © Hanser

面向未来：出自混合
PET 的多结构注塑件的

应用举例。© IKTR

较大，将在挤出过程中通过加入不同的添

加剂得到补充。在其它工艺过程中，所生

产的 rPET 共混物被注塑成多用途试棒并

对其材料性能进行测试。当共混物的量较

小时将借助 DSC 和 MFI 方法进行检测。

根据这些结果就可以确定适合的添

加剂及其需要的用量。在典型的加工温度

下，链片段会反应成为线性和环状的低聚

物，含有羟基的片段又会催化分解过程。

这些反应会对极限粘度起到负面作用并造

成机械性能的变坏。

基于已部分降解的消费后 PET 中不

同的添加剂，就无法设定一个固定的用

于干燥的时间值。所以只能不断地连续测

量试样的残留水分含量，直至达到所希望

的目标值为止。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避免出

现表面缺陷以及发生其它水解分解并在产

品上出现条纹。多用途试棒是根据相关的

DIN 规范的标准生产的，以保证分析结果

的可对比性和可重复性。

加工完成试件体后将对其进行划痕、

扭曲、遗漏、缩痕及毛刺等的检查。还

使用直尺和平板对这些进行额外的检查。

有偏差的试件将在检验中被挑出去并补

上新的。这些多用途试棒直至采样前都

被放在气密的容器中加以保护，以避免

通过环境影响而得到伪结果。根据 ISO 
291 标准的规定，所有试件在测试前都

必须在 23˚C 及 50% 相对湿度下至少放

置 16 个小时。

试棒注塑后接下来
就是分析和优化

为了给消费后 PET 共混物的性能进

行定性，将对它们进行机械性能（拉伸、

弯曲和冲击试验）方面的以及它们的熔

体体积流动速率 (MFR)、它们的特性粘

度 (IV)、物理及化学转化过程 (DSC) 等

方面的检测。

为了阻止在加工期间发生分解过程，

将使用高活性的扩链剂添加剂。相介体

被用来使基体内的异质塑料能精细地分

散分布及相介导。通过加入聚碳酸酯则

能够控制冲击强度、柔韧性及所希望的

结晶行为。

根据 rPET 共混物的测验结果可以确定：

• 含 20% 聚碳酸酯的 rPET 共混物的拉伸

模量相当于一种高性能塑料的拉伸模量，

• 通过加入 1% 的 SEBS（用马来酸酐进

行了功能化）可以大大提高拉伸强度和

断裂延伸率，

• 通过加入 1% 的乙烯 - 辛烯共聚物马来

酸酐，弯曲模量和弯曲强度将大大提升，

• 通过加入大约 1% 的低聚扩链剂，共混

物的冲击强度将大大提高，

• 所有测量的混合物的特性粘度都低于所

要求的至少 0.7 dl/g 这个值。

根据得出的这些结果采取了下述优化措施：

• 加入不同的环氧树脂基扩链剂，

• 利用聚碳酸酯与不同浓度的扩链剂选项

的结合使用，

• 加入聚碳酸酯与多个不同浓度的扩链剂

的结合物。

在实践检验中与聚碳酸酯结
合的 rPET 混合物表现最佳

在所测试的混合物中，含有很大比例

聚碳酸酯的 rPET 共混物在所有进行的机

械测试中都得到了始终如一的好成绩。所

有其它的混合物首先是在拉伸模量上显示

了差距，并且达不到参照塑料的刚度。含

有聚碳酸酯的 rPET 共聚物的特性粘度为

0.63 dl/g，低于目标性能形态所要求的、

通常注塑型 PET 所具备的 0.7-0.8 dl/g 的

固有粘度。

含有聚碳酸酯和一种多功能反应聚合

物的 rPET 共混物表现出了特性粘度提升

到了 0.72  dl/g，这使它的加工明显容易

了很多。这种共聚物非常适合用于注塑并

显示了保持不变的高产品质量，它与市售

的 PET 新物品的性能形态相符合。这里

所使用的回收材料 (rPET) 甚至适用于精

细结构组件的生产。在出自新物品的产品

与出自回收料的产品之间既察觉不到视觉

上的差异，也察觉不到触觉上的差异。除

此之外，两个产品的机械特性值也处于同

一水平。

在进一步的过程中人们对已回收处

理的、透明的 PET 团组（瓶子、盒子和

泡膜等）的性能进行了调查。盒子和泡

膜团组的机械性能显示了相对低的能力。

在所调查的团组中没有一个能够达到所

希望的性能形态要求的 0.7-0.8 dl/g 固

有粘度。特别是来自食品领域的盒子组，

其上覆有剥离膜，它们所达到的特性粘

度 最 低， 只 有 0.52 dl/g 和 0.53 dl/g。

这些结果提供了相关的线索，即哪些团

组将来在回收中会起到降低性能的作用。

www.veoli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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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抖动也不搅动
用于复合制备的带真空及抽空系统的双螺杆挤出机

采用多旋转系统 MRS 也能够将极小的颗粒均匀地混入到塑料熔体中。在这里，添加剂将以
一种悬浮液的形式被加入，紧接着在几秒钟内又会将载体液体抽出。

添加剂颗粒的大小在许多情况下对于达到塑料性能的改变

是决定性的。这些颗粒越小，通常情况下它们就越倾向于粘在

一起并形成更大的颗粒（即所谓的结块）。

加入到塑料中的必要的、所计量的添加剂的量通常用比质

量来定义。对于所加入颗粒所产生的效果，起决定作用的是所

有颗粒表面积的和而不是质量。因此，在发生结块的情况下，

表面积与重量的比就特别不利，因为这时候的表面积就是结块

颗粒的表面积而不是单一颗粒的。

将添加剂颗粒加入到塑料熔体中时有不同的可能的解决方

案用于改善其效果。形成结块的倾向性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添加

剂的规格以及它的粒度谱分布。

在 MRS 部分内的排气：采用多旋转系统 MRS 可以在少于 6 秒钟内
从塑料中抽出 3 到 250 升 / 每小时的水分。© Gneuß

一台带有 MRS 排气装置的纳米化合物设备的草图。
© 资料来源 : Gneuß; 图片 : © Hanser

如何避免形成结块
如今使用的有三种减少或防止形成结块的可能的解决方案。

• 在把颗粒掺入塑料中时，人们尝试通过螺杆间隙中的摩擦

（比如啮合紧密的同向双螺杆挤出机）来尽可能多地粉碎结块。

粉碎的结果与所带入的剪切力有关。但是这个结果也带来一个

后果，就是粉碎结果越好，在塑料熔体中产生的损伤也越大。

所以人们就要寻求一种妥协，不过颗粒越小，寻求妥协的工作

也就越困难。

• 在颗粒可能发生结块之前就对它们进行涂覆，这样就降低

了它们之间的粘覆性。由此既降低了结块部分的占比，也减小

了它们的尺寸。不过这种方法非常依赖于具体情况。而且这样

的分离剂常常也会对添加剂的性能产生不希望有的影响。

• 为防止颗粒结块将它们加入到一种载液中（水悬浮）。这

样就可以大大降低结块的成分并基本排除了大尺寸结块的形成。

不过这个方案在将悬浮液掺入塑料熔体中后必须将多余的水再

次从塑料中去除。颗粒的尺寸越小，这种解决路径的效果就越好。

为实现刚刚简述的通过水基悬浮液将小颗粒加入到塑料熔体

中的优势，Gneuß Engineering 公司与一系列合作伙伴一道开发

了一种为这一应用领域而优化的过程，它由两个过程步骤组成。

分两步达到所希望的塑料熔体
首先通过一台双螺杆挤出机将存在于水性悬浮液中的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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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 TREATMENT SOLUTIONS

热能，起作用! 热，能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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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USH-MOULDING-SYSTEMS

搪塑机

作为粉末及作为悬浮液加入后的颗粒表面积的对比。
© 资料来源 : Gneuß; 图片 : © Hanser

加剂加入到载体聚合物中。第二步是通过一台 MRS 排气式挤

出机从聚合物熔体中抽出水分。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 Gneuß 
Kunststofftechnik GmbH 公司安装了一台试验设备，在它上面

采用不同的添加成分生产了纳米化合物。所涉及的材料从塑料

方面说有 PP、PE-LD、PE-HD、PA 6、PA 12、PET、PS 等等。

从添加剂方面讲有 TiO2 、BaSO4、(SW)-CNT、炭黑、滑石、

硅酸盐、纤维素、纤维、FE 等等。

表格 1 中给出了所取得结果的示范性概览。在试验中将硫

酸钡掺入到了一种 PET 熔体中；填充料的加入借助了一种悬浮

液或者作为粉末加入。

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与悬浮液一起射入的载液必须在

10 秒钟内再次从塑料中抽出。在这里，液体的占比在整个质量

中占 15% 至 20%。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开发了 MRS 挤出技术。

采用多旋转系统 MRS 可以在 6 秒钟内——根据设备型号的大

小——从塑料中抽出水分 3 至 250 升 / 每小时。

用于新应用领域的工艺
采用由 Gneuß Kunststofftechnik 公司开发的将添加剂加

入到塑料熔体中的工艺也可以将非常小的颗粒均匀地加入到

塑料中，在这个过程中颗粒不会结块。由于颗粒的大小以指

数方式影响着颗粒表面积的总和，所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新

应用领域。

必要的颗粒质量可以大大地减少，塑料的技术性能也能明

显改善，比如在力学、光学、壁附着力、气味或可持续性方面。

www.gneuss.com

关于作者
Andrea Koßmann ist als Marketing Managerin bei der Gneu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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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内的电气架构比传统驱动汽车内的要求要高得多。尤其是高压 (HV) 元件的绝缘对所使
用的材料提高了要求。采用专门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制的材料可以应对汽车中 HV 技术的挑战。

汽车中动力总成的电气化所需的电力

供给必须以比内燃机动力车辆中更高的电

压进行传输。在这里，对混合动力及电动

汽车中功能电子部件的巧妙设计是降低成

本的关键，也因此是汽车生产商的成功因

素。在汽车方案的开发中，它反映在电气

架构的更强的功能、更低的重量和更紧凑

的结构上。由此，对生产相关工件所用的

材料也提高了要求。

连接到不同电压电平的所有汽车部

件必须设置得能够安全运行。对 HV 水平

的部件的绝缘要求比对传统的 12-V-/24-V
系统和 48-V 系统的要更为严格。采用薄

壁工件设计的紧凑的车辆结构其实现的前

提是，所用材料在极端条件下也要有出色

的性能。

瑞士的塑料生产商 EMS-Grivory 公

司开发了一种聚酰胺 (PA)，Grilamid TR 
XE 10991，它提供了比绝缘材料更卓越

的性能。它最初是为挤塑工艺过程作为金

属导体的薄壁涂覆层料而设计的，但是也

可以在注塑过程中很好地加工。至今，

PA 12 是作为一种易于加工的且耐用的高

性能材料用在要求较低的应用中。

PA 12 的特殊型材料 Grilamid L XE 
3817、Grilamid L XE 4165 以及粘附改性

选项 Grilamid L XE 10951 已经被证明是

成功的挤塑用材料。而 Grilamid TR XE 
10991 则基于其薄涂覆层时非常好的电性

能，在 HV 水平的 PA 12 材料应用中是最

出色的。

体积电阻优于 PA 12
作为电绝缘能力的特性值，护套材

料的体积比电阻是在 23 至 130˚C 之间

确定的。PA 12 当温度升高时其体积比

电阻会下降，而 TR XE 10991 的体积比

汽车内的高压
用于电动汽车的聚酰胺专门产品

电动汽车中高压元件的绝缘对所使用的材料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 xiaoliangge; Adobestock

图 1：Grilamid TR XE 10991 的体积比电阻与 PA 12 材料不同，即便在
升高的温度下也保持恒定。资料来源 : EMS-Grivory;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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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则在整个温度区间保持恒定的值（图

1）。 在 介 电 强 度 上，Grilamid TR XE 
10991 在干燥状态下以及调理状态下也

显示了比 PA 12 更好的值（图 2）。通

过测得的 825 V 时的漏电起痕电阻 (CTI)
对这种特殊塑料在高压范围内使用的适

用性又做了更圆满的表述。对于作为管

线包衣材料的最终应用，采用 Grilamid 
TR XE 10991 时将在一个很宽的温度范

围内具有电绝缘能力，同时在高湿度下

具有增加的介电强度。

在对 HV 电压等级的带护套导体进

行的标准测试中，既在干燥状态下也在

储放于水性介质中的状态下测试了它们

的电性能。在温度升高时保持不变的电

阻行为以及在调理状态下的卓越的介电

强度，这种性能组合被证明是通过检验

的决定性的成功因素。为了防止意外接

触高压，汽车中的绝缘外衣即便在更恶

劣的条件下也不能出现裂纹甚至破裂。

对此起决定作用的不仅是在机械负荷下

的无可挑剔的性能行为，材料的易于加

工以及材料与所包塑的金属导体之间的

兼容性同样也非常重要。

特定的延申行为
使应力裂纹更少

尤其是在热负荷下导线的外衣中不

能出现应力裂纹。Grilamid TR XE 10991
的热膨胀系数 (CTE) 在 0 至 100˚C 之间

显示了一个线性行为。由此，该塑料在温

度变化时的膨胀行为与 HV 导体常用的金

属材料的行为是近似的。当导线外衣与导

线所用的这两种材料的CTE变化近似时，

就很少会出现应力裂纹。

此外，其热尺寸稳定性（HDT）也

图 2（左）：Grilamid TR XE 10991 在干燥状态下及调理状态下显示了比 PA 12 更高的体
积电阻。图 3（中）：Grilamid TR XE 10991 在负荷下显示了比 PA 12 更高的热尺寸稳定
性。图 4（右）：PA 12 在干燥及调理状态下的膨胀显示了 195% 的差别，而 Grilamid TR 

XE 10991 的这个值几乎保持不变。资料来源 : EMS-Grivory; 图片 : © Hanser

图 5：橘色已经作为电动汽车中的高压元件
得到普遍认可。© hd3dsh; Adobestock

显示了该材料极好的热性能（图 3）。

Grilamid TR XE 10991 在负荷下的热尺

寸稳定性比 PA 12 更高。由此该材料就可

以在更高的使用温度下使用，它不会因为

变形而造成功能下降。

更低的湿度影响
对于 PA 材料来说典型的受湿度影响

的性能，在这种特殊塑料上也得到了改善。

由此，该材料就与非吸湿材料的变化行为

几乎是一致的，比如与聚乙烯 (PE) 一致。

当 PA 12 在调理时弹性极限几乎翻倍时，

这种特殊塑料只表现出了 14% 的差别，

几乎不变（图 4）。在温度及湿度影响下

的机械特性使该材料在作为外衣塑料使用

时增加了弹性。

电动汽车的疾速发展包括对高压电

源要求的不断提高，就需要具有特殊性

能形态的特殊塑料。以其材料的典型性

能如体积比电阻、介电强度和爬电电阻

等，Grilamid TR XE 10991 就具备了在

高压范围内使用的绝缘材料应具备的所

有必需的性能。这种聚酰胺很容易加工，

可以以很薄的层附着在汽车部件上，此

外还可毫无问题地经受住更加严格的检

验条件。该材料被染色成代表高压电压

水平性质的橘色（图 5）并可根据需求

提供大量其它的颜色。

www.emsgrivory.com

关于作者
Dr. Doris Abt ist Projektleiterin in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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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塑料替代金属，这在很多工件上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以便节省重量并获
得更大的设计自由度。在许多应用中，聚合物的导热能力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
色。为了提高这种导热能力，就需要用到不同的添加剂。哪一种最适合？ Domo 
Engineered Materials 公司在开发两个聚酰胺材料家族时对此做了调研。为此，
该企业使用了材料的闪光分析法。

导热性和导电性是功能塑料的两个重要性能，这些塑

料在设计工件时被用来替代金属合金。对于调查塑料的导

热性以及这种性能相关于填充取向会如何变化，闪光分析

法 (LFA) 作为一种快速且可靠的技术提供了大量的优点。

Domo Engineered Materials 公司开发了几种聚酰胺 (PA)
基的导热聚合物，以便在不同的工件上取代金属。在研究这

些配方时，这家塑料生产商与 Netzsch Gerätebau GmbH
公司进行了合作。

对于导热塑料，原则上讲有两种选项：一种是可导热

但电绝缘的材料，还有一种是同时具有导热性和导电性的材

料。作为第一种材料 Domo 公司开发了 PA Domamid ZT，

对于第二种则开发了 PA Domamid ZTE。两个产品家族都

既有各向同性的也有各向异性的材料。

具有传导性的材料常常需要有很高的个性化程度，因

为材料的传导性与受最终应用的几何形状的限制一样也受

所使用的添加剂的影响。在开发时考虑了不同的添加剂，主

要是碳基的，如煤烟、石墨烯和石墨，但是也包括无机材料

如氧化铝和氮化硼。测量是在面内取样上做的，它很好地显

示了 PA 材料的热传导性 (TC) 是如何根据不同的填充材料

及其用量而变化的（图 1）。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填充占比

超过 40% 时才能看到传导性明显的提升。

两种添加剂名列前茅
最大传导率值与所用的填充材料的性能有关。整个填

充材料组成成分的大的变化会导致非常不同的 TC 值。被证

明最有效率的添加剂是氮化硼和石墨。此外人们还确定，在

“面内”（流动方向）试样上测量的各向异性材料的 TC 值

总体来说是最高的。

除此之外还采用穿面技术进行了 TC 值测量。这些测量

显示，各向异性材料用穿面方法测量的 TC 值一般比用面内

方法测得的值要低（图 2）。其原因在于，试样中填充材料

的排列不一样，这种不同是由产品的实际几何形状所决定

使用塑料的热传输而非金属
哪些填充材料最适合可导热塑料以及它们如何取代金属

图1：含有不同填充材料的PA 6的面内测量：
根据混入的添加剂，PA 6 的导热性也不

同。从成分高于 40% 时起，有些导热性会
明显升高。资料来源 : Domo Engineered 

Materials; 图片 : © Hanser

图 2：含有不同填充材料的 PA 6 的穿面测
量：从导热性角度看，氮化硼和石墨提供
了最佳值。资料来源 : Domo Engineered 

Materials;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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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在各向同性材料中，TC 值在三个空间维度上是一样的。

氮化硼和石墨在这些测量中也被证明是最有效率的。

工件几何形状决定了导热性
图 3 将之前介绍的两种测量方法的结果放在了一起。可以

看到的是，各向同性材料的 TC 值接近象限的平分角，而各向

异性材料的 TC 值则远离这个轴线。这个值偏离 x=y 轴越远，

材料的各向异性行为就越明显。测量调查显示，材料及填充材

料的选择必然与工件的设计及几何形状有很大的关系。真实的

材料导热能力并不是选择的唯一标准。

FLA 检验使用了 Netzsch 公司的 LFA 467 HyperFlash
测量仪（图 4）。之所以选择这台仪器是因为用它既可以采

用穿面方法也可以采用面内方法测量热传导性。事实上，测

量总是用同样的方式进行的。进行面内测量时，将会把在穿

面测量中使用的方形样品切成条，旋转 90 度，紧接着再将

它们拼成方形并重新放到用于层压板的特殊样品架上。从物

理上讲，测量总是相对于样品架以穿面测量的方式进行的。

但是将板在测量仪内旋转就使人们也能够得到面内传导性的

数据。

Domo 公司基于测量结果决定使用热传导的及电绝缘的材

料氮化硼和氧化铝，并以不同的比例进行混合作为添加剂使用。

对于即导电又导热的材料则主要使用石墨。

图 3：面内及穿面测量的合并：各向同性材料的
TC 值处于象限的平分线上。资料来源 : Domo 

Engineered Materials; 图片 : © Hanser

金属常常尺寸过大
除了对不同添加剂的传导性认知外，还可以证明具热传导

性的塑料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取代金属。测验调查显示，在应用

中为保证一定的热传导性所用的金属常常尺寸过大。采用导热

率低很多的材料同样也能达到必要的效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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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对流 强制对流

标准
塑料

可导热塑料 金属
标准
塑料

可导热塑料 金属

热量 [W] 3 3 3 3 15 15 15 15

热传输
[W/m2´K] 7 7 7 7 50 50 50 50

导热率
[W/m´K] 0,1 2 10 100 0,1 2 25 100

暴露于环境
的表面上的
温度 T1 [℃ ]

120,5 120,5 120,5 120,5 118,4 118,4 118,4 118,4

散热源表面
上的温度
T2 [℃ ]

142 122,9 120,9 120,5 264,1 134,3 121 118,5

温度差
T [℃ ] 21,5 2,4 0,4 0 145,7 15,9 2,6 0,1

金属与塑料的导热性对比：两个测量点之间的温
差越小，材料的导热性就越高。资料来源 : Domo 

Engineered Materials

一个 LED 件的事例可以作为举例（图 5）。在自由对流换

热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大约为 120.5˚C 时可以清楚地看

到，铝（导热率为 100 W/m´K）作为一种在这种应用中最主要

使用的金属材料，它的尺寸明显过大了。为了保证同样尺度的

保护性和温度调节，使用一种导热率为 10 W/m´K 的塑料也可

以得到非常近似的效果。在这个实例中，甚至采用一种导热率

仅为 2 W/m´K 的材料就够用了。在强制对流的条件下则必须有

较高的导热率。在这个实例中还必须考虑工件的几何形状及由

此带来的要求。

可导热的功能塑料与金属相比具有许多优点。最重要的优点

就是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效率。塑料材料提供了更多的设计自

由度，缩短了周期时间，并且避免了许多使用金属材料时所必需

的后续加工。而且，在塑料材料上不会出现由金属材料特性而决

定的腐蚀问题。除此之外它的密度较低，这就降低了最终应用的

重量。比如PA的重量可比铝的重量轻33%，特别是在汽车应用中，

这将对减轻汽车重量并由此降低燃料消耗和碳排放做出贡献。

此外，塑料工件与金属元件相比能明显减振。另外还可以

通过使用不同的基材来满足对材料的进一步要求，比如好的可

加工性、耐化学性、防燃（例如符合 FMVSS302 汽车标准）以

及经过调整的机械性能。塑料也能够相对简单地染色，具有在

工件中集成功能的可能性，并且即可以是电绝缘的也可以是有

导电效果的。可导热塑料典型的目标应用包括散热器、冷却剂

管理系统、LED 照明系统、电子系统中的小型化元件以及各种

不同的汽车上的应用。

实践中的两个实例
这两种开发的可导热 PA 已经被用在汽车工业中。借助两个

实例可以很好地看到它们都提供了哪些替代金属的可能性。在第

一个实例中人们为生产电动汽车上的发动机罩寻找一种合适的材

料。要求的材料规格包括长时间的耐热性、耐化学性、非常好的

可加工性以及可导热性。为此，通过 Tier 1 供应商批准了一种以

PA 6 为基体的热稳定材料 Domamid ZT 6X70H1 X71 NC91，其

穿面导热率为 1,2 W/m´K。

第二个实例涉及的是一个作为电动机冷却回路一部分的阀

盖。这里需要一种即导电又导热的材料。客户期望的穿面导热率

要等于或者大于 2 W/m´K。在这个应用中基于壁厚的减薄和模

型尺寸的缩小（工件壁厚 1 mm 及长度 50 mm）需要材料具有

较高的流动性，还需要热稳定性，能经受峰值温度 210˚C，并且

有好的机械性能，比如像最大断裂应力约为 70 MPa。最后决定

使用 PA 66 基的热稳定复合材料 Domamid ZTE 66X50H1 X41 
NC99，它的穿面导热率为 2 W/m´K，面内导热率为 12 W/m´K。

www.domochemicals.com

关于作者
Tobias Epple ist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New Mobility 
bei Domo Engineering Plastics Europe.

图 5：通过一个 LED 件上散热器的热量传输的举例：
表面A上产生的热量（T2）将通过散热器输送（热流Q）

并散发到周围环境中。从 T2 与 T1 之间的差值就得
出了热传导性（h）。资料来源 : Domo Engineered 

Materials; 图片 : © Hanser

图 4：Netzsch 公司的 LFA 467 
Hyper- Flash 测量仪可以通过调整试件不仅进行穿面

测量也能进行面内测量。© Netzsch Gerätebau



39Kunststoff 中国 2022.8

黑色塑料被认为是塑料回收的绊脚石。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着色时经
常使用的炭黑。因此，为了提高黑色塑料的可回收性，就要提供非炭黑基的
色素。为了让这些颜料也能够用在食品包装上，就需要取得额外的相关许可。
Al-Farben 公司的一种黑色颜料现在就获得了这样的许可。

黑色颜料在包装领域的应用中非常

受欢迎，但是将用过的塑料再次回流到

循环体系中却给人们带来了挑战。在于

杜塞尔多夫举办的 K 2019 展会上，从属

于 Torrecid 集团的企业 Al-Farben 公司第

一次展示了他们的产品 R-Black 作为解决

这一回收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在

一个无机颜料研发项目工作的框架内又进

行了持续的改善并推出了“ R-Black 回

收解决方案”产品系列。通过对颜料在化

学、生产和制备等方面进行特殊的调整，

在色调、覆盖力、聚合物相容性、食品接

触应用的合规性与非常好的近红外反射率

(NIR) 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

改善塑料终端产品的近红外反射率对

于回收黑色聚合物是一个关键点。炭黑这

个在塑料应用中传统使用的黑色颜料由于

它的光吸收特性而阻碍了自动化近红外分

拣系统的辨认。这样的分拣系统常常被用

在材料的回收处理设备 (MRF) 中，以便

将塑料垃圾分成不同的聚合物流。这里涉

及的是从塑料垃圾再制备成材料的一个关

键步骤。与炭黑不同，不会吸收分拣系统

的红外线光的黑色颜料则可以使分拣系统

对不同的聚合物做出正确的辨认。这就使

塑料垃圾能够回流到回收循环中。

R-Black 就是这样一种黑色颜料，使

用它就能够使被染色的塑料在 MRF 设备

中得到辨认。这样塑料就可以回到回收循

环中。通过与欧洲最大的回收设备制造商

的合作对该颜料的能力在近红外光谱法中

进行了测试。采用 R-Black 染色的塑料能

够作为黑色材料被过滤出来并分拣到不同

的聚合物流中，而分辨传感器在采用炭黑

染色的产品上则失败了。

除了可见光和近红外范围的光谱特性

外，在许多包装应用上还必须考虑食品接

触的要求。R-Black 拥有大量的食品包装

的许可，它们保证了稳定性和食品安全。

所取得的监管部门的许可包括德国及法国

的法规、欧洲委员会关于在塑料中使用着

色剂的决议 AP (89)1 以及最近获得的美

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的许可。

R-Black 获 得 FDA 的 许 可 来 得 非 常

及时，因为欧盟关于一次性塑料指令 (EU 
2019/904) 已经于 2021 年七月 3 日实施。

从那一时刻起，适用的欧洲法规不再容忍退

出价值链的若干包装，对于企业而言，使用

这样的包装可能会导致被重罚。根据这一规

则，责任将附加到生产者身上，并要求这些

生产者们在他们的产品上做巨大的改变。

及时的 FDA 许可
Al-Farben 公司通过对 R-Black 的延

续开发来应对工业用食品包装方面要求的

改变。这种颜料为行业提供了美学上的及

可持续性方面的解决方案，它将优雅与功

能性集黑色包装于一身，同时还保证了它

的可回收性。

www.reimboldstrick.com
www.alfarben.com

关于作者
Alexander Seher ist seit 2015 für 
den Bereich Marketing & Service bei 
Reimbold & Strick in Köln tätig und auf 
die Betreuung des Kunststoffsektors 
spezialisiert.

拥有食品许可的炭黑替代物
用于塑料包装的近红外可探测的黑色染料

黑色作为塑料产品的一种颜色仍然非常受欢迎。为了使这些产品也能
够回收，染色时要求使用非炭黑基的颜料。© Reimbold & S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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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材料在纤维复合材料行业中的需求在不断增长。直到今天它的使用还常常因为过高的
价格而失败。现在，有一种新开发的生物基聚酯树脂可以在不明显升高价格的情况下替代石
油化工树脂，而且不仅适用于液态树脂应用，也可用于 SMC 配方。

不 饱 和 聚 酯 树 脂（Unsaturated 
Polyester Resin，缩写 UPR）在全世界

都属于最重要的热固性材料。它作为一种

反应树脂特别是在纤维复合材料领域有着

大量的应用。聚酯树脂可以以相对较少

的工作量在一个缩聚反应中由羧酸与醇产

生。根据现有的技术状况，生产中大部分

使用的是马来酸与邻苯二甲酸的共聚物。

从两种酸的比例中可得出相应的聚酯树脂

性能。所希望得到的性能可以在很宽的范

围内调节。

大批量且易获得的石化原料可实现

较低的原料成本且容易进行化学生产。尽

管在过去五年里有许多积极的解决方案可

以用生物基的材料充分取代石化成分，但

是原料的完全取代至今仍然因为终端产

品过高的价格而失败。来自汉堡的企业

Schill+Seilacher Struktol 公司通过选择合

适的材料并基于降低的价格现在离上述目

标越来越近了。他们努力的成果是一种生

物基的聚酯树脂 Polyvertec 3830。

基于在工业中对可持续产品增高的需

求，Schill+Seilacher Struktol GmbH 公 司

的反应性聚合物及阻燃剂业务领域已经有

一段时间致力于积极开发并生产生物基聚

酯树脂。这个决定得到了生物基聚合物领

域的积极的市场趋势的支撑。总的来说在

今后五年内，生物聚合物市场的年增长率

(CAGR) 预期大约为 21%，将达到 279 亿

美元（1）。这一高增长率首先是由终端

消费包装的增长而推动的。除包装之外，

生物塑料也被用在其它的终端消费领域中，

比如在消费品和汽车工业中、在运输行业

以及在农业和园艺中。在这种趋势中，对

Schill+Seilacher 公司的生物基聚酯树脂及

其在各个应用领域中的衍生品的第一批市

场回应显示了客户明显的兴趣。

第一步他们首先成功地开发了几乎完

全生物基的聚酯树脂，它的性能与传统使

用的 UPR 可比，而且价格也具有吸引力。

这种纯的、生物基的聚酯树脂目前的价格

仍然比石化基的 UPR 贵大约 2.5 至 3 倍。

这项开发的另一个重要视角是，使用那些

基于自然发酵过程而生产的原料。他们在

很短的开发时间里就做到了使一种 UPR
能大批量供工业使用，这种 UPR 中超过

99% 的成分是基于可持续原料的。这项

开发是在与 Manaomea GmbH 公司的紧

密合作中完成的。

为了针对某种加工得到合适的加工

性能和材料性能，比如加工纤维复合材

料工件，多数情况下会在 UPR 中混入活

性稀释剂，以便调节聚酯树脂的黏度。

为此主要使用成分可高达 40% 的苯乙

烯，它在聚酯树脂的固化过程中反应地

进入热固性基体的网络中。一般来说这

个过程也会引发材料的热机械性能的提

高。这种稀释剂极具吸引力的原因也基

于苯乙烯的低廉价格，其价格大约为每

公斤 0.8 至 1.2 欧元。不过，基于其从

职业医学角度看有害于健康的影响以及

从环境的可持续性角度考虑，人们目前

还在寻找取代苯乙烯的替代品。

用一种生物基活性稀释剂完全取代

苯乙烯在目前还不容易做到。因此，当前

的重点还是放在替换 UPR 中的石化成分

上。采取这个路径，取决于苯乙烯含量，

成品聚酯树脂系统中的生物成分可达到

石油化工聚酯树脂的生物基替代品
用于纤维复合材料工件的出自可持续原料的热固体

用亚麻纤维制造的 UD 层压板和织物层压板同样也可以与
Polyvertec 3830 一起进行加工。© Manao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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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在开发生物聚酯时，人们对生物聚

酯 Polyvertec 3830 的取决于苯乙烯浓度

的混合黏度进行了调研（表格 1）。对黏

度的确定使用了一台主轴 LV-04 (64) 的

Brookfield Dv3T 流变仪，测试条件为 2 
RPM 和 25℃。

与苯乙烯的结合可以得到量身定制的

解决方案，用于大多数为通常的纤维复合材

料的生产过程。这并不受限于它涉及的是

树脂黏度非常低（达到约 1500 mPa.s）的

灌注或注射过程，还是片状模塑料 (SMC)，
其需要的树脂浆黏度高达 4000 mPa.s。

另一个让加工企业感兴趣的参数是

树脂系统的反应性。根据应用和加工过程

的不同——与其它热固性系统的情况一

样——需要并实施长的或者非常短的加工

时间。对于硬化剂以及催化剂类型和浓度

的选择使人们可以制定出贴切的解决方案。

所选择的苯乙烯浓度也对聚酯的反应性起

到重要作用。在开发 Polyvertec 3830 时，

人们对室温下的反应性在使用钴加速的

MEKP 固化剂的情况下与不同的苯乙烯和

钴浓度的关系进行了调研（图 1）。

与石化聚酯树脂一样的性能
另外，不同的苯乙烯浓度也会影响各

种配方的热机械性能水平。在高弯曲模量

及弯曲强度水平上的平衡的比率可以通过

20-30% 的苯乙烯重量成分来实现（图 2）。

Polyvertec 3830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Tg)
可以通过提高苯乙烯的浓度而稳步提升

（图 3）。在材料试验中可以达到 3200 
MPa 的弯曲模量及 180 ℃ Tg。

不同的调查显示，所使用的苯乙烯浓

度可以使材料特性值符合传统的 UPR 的

性能曲线，有时候甚至超过。

这种材料的实用性已经证明了各种应

用中的生物基聚酯。Manaomea 公司将

Polyvertec 3830 大约作为纤维复合材料

的基体树脂使用，并结合使用了纺织纤维

残留物及天然纤维，用于在拉挤工艺过程

中生产笔和家具等。在这里使用了不含苯

乙烯的活性稀释剂进行加工，这样就使基

体中的生物成分能够达到高于 98%。

此外，还进行了生产及加工 SMC 半

成品和天然纤维层压板的第一批试验。在

与位于 Kaiserslautern 市的 Leibniz 复合

材料研究所 (IVW) 的合作中，他们能够成

功地生产并加工出第一批生物基的 SMC
产品。在这里即使用了传统填充材料（碳

酸钙）也使用了生物基的可再生长的填充

材料。在 80% 生物 UPR 和 20% 苯乙烯

基础上的树脂浆是借助溶解器技术生产

的，并紧接着在研究所的 SMC 设备（型

号：SMCline600， 制 造 商：Schmidt & 

图 1：Polyvertec 3830 配方在室温下的适用期：苯乙烯成分提高时聚酯树脂
的反应性明显升高。资料来源 : Schill+Seilacher Struktol; 图片 : © Hanser

树脂量
（克）

苯乙烯量
（克）

黏度
（Pa.s）

80 0 263,7

80 5 59,1

80 10 20,1

80 15 8,1

80 20 4,1

80 25 2,4

80 30 1,2

图 2：不同苯乙烯成分时的 Polyvertec 3830 的弯曲模量和弯曲强度：苯乙
烯占比 20 到 30% 时两个值有着比较平衡的比例。占比更高时它们的差距就

拉大了。资料来源 : Schill+Seilacher Struktol; 图片 : © Hanser

表格 1：Polyvertec 3830 的混合黏
度与苯乙烯浓度的关系。资料来源 : 

Schill+Seilacher Struk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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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NFK 层压板与环氧树脂
基体层压板的对比。资料来源 : 

Schill+Seilacher Struktol

UD 层压板 参照物

织物类型 UD DU
基重
(FAW) 280gsm 300gsm

层数 9 6

层压板厚 约 3 mm 约 3 mm

基体类型
Polyvertec
3830

标准
环氧树脂

固化
140 ℃，
热压

最低80℃，
5 bar

E 模量
( 拉伸 ) 21GPa 32GPa

拉伸强度 246MPa 383MPa

断裂延伸率 1,6% 1,7%

图 3：Polyvertec 3830 中苯乙烯浓度越高，
玻璃化转变温度也越高。不过，在较高的苯乙

烯含量时这个温度只是适度地升高。资料来源 : 
Schill+Seilacher Struktol; 图片 : © Hanser

图 4：用生物基聚酯树脂生产的 SMC 半成品的
拉伸强度处于与通常工件的同等的水平，甚至
还有超过的。不过 E 模量还有可改进的潜力。

资料来源 : IVW; 图片 : © Hanser

Heinzmann）上被加工成 300 毫米宽的

半成品。在半成品的生产中还使用了玻璃

纤维作为增强纤维。

以 Polyvertec 3830 为基础的生物基

UPR 树脂浆的生产和加工与传统的 UPR
树脂系统是可比的。对展示工件的加工

能够明确地显示，即便是复杂的几何形状

（比如在工件背面上的加强筋）也可以用

所开发的 SMC 半成品加工。在给半成品

增稠的成熟期阶段，却显示了不同的情

况。人们发现，通过添加氧化镁的增稠

效果在 14 天后才能充分发生。这可能与

聚酯化学组成的改变有关并需要进一步的

优化。生物基材料的固化是在 120 bar 模

具内压及 145˚C 的条件下持续 5 分钟。

基于 DIN EN ISO 527-4 标准的机械性能

测验（不带帽的方形试样，250 mm x 25 
mm x 4 mm）显示，在同样的纤维质量

含量时，可以达到与标准 SMC 可比的性

能水平。不过，配方成分还必须互相之间

以及根据所用的玻璃纤维类型做更好的调

整（图 4）。

同样也可以加工
天然纤维层压板

除了可作为SMC半成品进行加工外，

Polyvertec 3830 还可以加工成为 UD（单

向）层压板和基于亚麻纤维的织物层压板，

并在热压工艺中固化。NFK 层压板的结

果显示，生物基聚酯基体的特性值目前可

以达到可比的环氧树脂基体 UD 层压板的

大约三分之二的水平（表格 2）。

当然，通过调整苯乙烯浓度或者说

通过改变所选硬化剂的系统，不可能总能

满足某种应用所要求的材料及加工性能参

数。比如说较高的聚酯树脂的反应性以及

较低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当然聚酯中较高

的生物成分不能改变。比如在生产准无尽

板状产品时的玻璃化转变温度的降低被认

为是积极的，这样就能够在较低的固化压

力下得到更高的层压板质量。

降低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增高的反应性

在最初的优化中，在生物成分 (> 99 
%) 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有针对性地替换某

些基本成分以及借助流程优化，成功地

生产了聚酯树脂的一个变化选项，它能够

具有更低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和更高的反应

性。对于后者目前还在做调研。玻璃化转

变温度可以降低达 35 摄氏度。

不饱和聚酯树脂的一个巨大的应用

领域是用于生产复合组件的 SMC 半成

品。 在 这 里 一 个 重 要 的 过 程 特 征 是，

SMC 浆在加工后快速且有效地增稠。为

此经常会使用氧化镁作为增稠剂。它会

降低 SMC 半成品的粘性并使操作和加

工变得更容易。Schill+Seilacher 公司在

已获得的认知基础上目前正在开发一种

调整合适的 UPR 的变体，它可以借助氧

化镁加速增稠。其它的开发工作是寻求

通过生物基成分替代或部分替代苯乙烯

作为活性稀释剂。

www.struktol.de

关于作者
Dr. Hauke Lengsfeld ist seit 2018 
als General Manager der Business 
Unit „Reactive Polymers and Flame 
Retardants“ bei Schill+Seilacher Struktol 
in Hamburg tätig.
Dr. Jan-Pierre Schneider arbeitet seit 
2019 als Produktentwickler von reaktiven 
Polymeren und Vorprodukten in der 
Business Unit „Reactive Polymers and Flame 
Retardants“ bei Schill+Seilacher Struktol.
Dr. Florian Gortner ist seit 2013 
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 im Bereich 
Pressund Fügetechnologien des Leibniz-
Instituts für Verbundwerkstoffe (IVW). 
Seine Tätigkeitsfelder liegen im Bereich 
der SMC-Herstellung und -Verarbeitung 
sowie der presstechnischen Verarbeitung 
von Faserverbundwerkstof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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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合聚合物时恰到好处的粗糙度
微米级粗糙度在表面润湿性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原则上说工件表面的粗化可以改善其粘接情况。吕贝克工业大学（TH Lübeck）的一项模型试验
则证明了并不总是这种情况。该调查描述了通过使用大气压等离子处理可以得到哪些优势。

即便一个表面具有好的润湿性时，高

粘度的粘合剂也只附着到粗糙表面的尖峰

上，而当粘度过低时，粘合剂虽然能填满

低洼，但尖峰却又露出而没有附着上粘合

剂。现在人们再来检视最佳润湿性表面及

最佳粘度的粘合剂时，粗糙度就扮演了一

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下面将把粗糙度分为

粗微米级粗糙度和细微米级粗糙度。伴随

着温度升高而发生的聚合物的大气压等离

子处理（题图）展示，粗粗糙度表面的尖

峰会变大变平滑，而细粗糙度表面的尖峰

侧翼会变窄。这将会带来比温度不升高时

更好的粘合情况。

模型观察：粗糙度谷底
和尖峰的影响

如何在一个模型中对需要粘接的材料

表面进行表述？在此也要考虑相关材料的

机械性能。玻璃和陶瓷非常坚硬且易脆断，

许多金属材料也很硬且变形是塑性的，但

也会发生脆断。塑料，这里特指热塑性聚

合物，其变形既是塑性的也是弹性的，而

且一般不会断裂。它的粗糙度尖峰可被视

为柔性纤维的尖端。

图 1 中的试件 1 具有粗微米级粗糙

度，它有着许多细而长的粗糙尖峰，就像

扫帚一样。当粒子（例如等离子体中的离

子）轰击使表面改性时就预期可得到这样

的粗糙度。最佳粘度粘合剂不会进入到细

微的谷底，而是大多数留在尖峰上，这样

就会形成许多气孔。

在试件 3 上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它虽

然微米级粗糙，但是通过粒子轰击以及表

面加热使粗糙度变得平滑。粘合剂可以达

至谷底只剩下少量气孔，这样就达到了最

佳的润湿性。同时还能保留足够的粘合剂

覆盖层。这个时候如果把工件往一起压，

就像通常固化粘合剂时做的那样，在细微

米级粗糙表面上就会出现尖峰被折弯。这

时候就会出现由于尖峰折弯而挡住的地

方，那么粘合剂就不会到达表面的其它区

域，如图 1 中试件 2 所表现的那样。

粘合剂硬化后，弯曲的且可能已被消

弱的细尖锋要经受拉力和剪切力，这时候

就很可能出现开裂。在试件 4 上，充分润

湿的、平滑的且是粗微米级的粗糙尖峰能

够保持在它的位置上。通过压紧，粘合剂

还能够到达表面上的其它区域。甚至还会

出现尖峰的些微弯曲，但这并不意味着尖

峰被消弱，而是甚至可形成洞穴，这些洞

穴可以包容粘合剂并像一个按钮那样起作

用，并使粘合剂与聚合物表面之间形成更

好的粘覆。这时候粗阔稳定的粗糙尖峰就

能更好地承受拉伸和剪切负荷。

大气压等离子处理的优点
大气压等离子处理与纯机械式粗化

（比如磨削或者喷丸）或者纯加热处理（比

如红外线照射或者热烘箱处理）相比具有

优势，因为离子轰击能够提高粗的和细的

微米级粗糙度，同时它的能量输入主要以

热量形式输入而导致细微米级粗糙度的熔

化，从而又导致一定的表面平滑度。工艺

参数可以选定为使材料表面产生一个合理

的粗糙度。

每一次大气压等离子处理都会通过

生成功能团以及细微清理而出现表面激

活，不过可以通过优化粗糙度而达到粘

合剂也包括涂漆在内的粘覆情况的改善。

人们还准备验证这个模型是否也可以用

到其它材料上。

www.th-luebeck.de

关于作者
Dr. Arne Bender ist Professor an 
der Technischen Hochschule Lübeck 
im Fachbereich Maschinenbau und 
Wirtschaft und seit Jahren auf dem 
Gebiet der Oberflächentechnik tätig.
Dipl.-Ing. (FH) Sabine Fricke, M.Sc., 
ist wissenschaftliche Mitarbeiterin an der 
TH Lübeck.

塑料 / 粘合剂接壤面区域对粘接连接
是决定性的，等离子射流可以改变

PE 的表面。© TH Lübeck

图 1：模型中展示了需要粘接的材料表
面。通过工件向一起压紧就会使粗糙
尖峰弯曲（图中右侧所展示的）。资

料来源 : TH Lübeck;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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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区的热气焊
新一代喷嘴开辟了多方面的可能性

在热气焊时使用插件喷嘴代替圆形喷嘴会给加工带来一系列好处。其中包括宽过程窗口、
短加热时间以及节约资源。热气焊工艺的新发展阶段使人们第一次能够实现对高熔化温度
的工程塑料的过程可靠的接合。

热气焊接合过程属于无粉尘、非接

触式加热的接合工艺。在过去几年里，该

技术正在成为用于工程塑料的系列焊接工

艺。特别是在汽车工业中，在接合用玻璃

纤维增强聚酰胺制造的大型高要求工件

时，会采用热气焊。对热气焊过程的详细

描述以及开发的新一代与老一代技术的对

比在文献中有描述。

半芳香族聚酰胺在市场中变得越来越

重要的一个领域是热管理模块领域，这种

模块可以在汽车中实现大量系统的精确控

温。尤其是半芳香族聚酰胺的尺寸稳定性

及出色的耐化学性在这里是选择使用它的

关键因素。其它的应用领域包括泵、引水

部件、恒温器外壳以及在电动汽车和燃油

车辆上的应用。

借助热气焊对增强聚邻苯二甲酰胺类

型 (PPA) 进行接合至今基于其高熔化温

度而很难实施。现在通过新一代的喷嘴就

可以实现对不同的聚邻苯二甲酰胺进行接

合——而且具有比较高的焊接强度。目前

广泛使用的采用圆形喷嘴的热气焊基于其

是部分加热而仅具有较窄的过程窗口。当

热气工具温度不合理时就会出现焊接不充

分以及焊缝强度降低的风险。之所以这样

的原因是，使用圆形喷嘴时热气会在焊缝

中间在表面上反弹并横向溅射。部分加热

会导致在焊缝中心过热而在边缘区域加热

不足。通过这种不均匀的熔化就会出现有

限的接合路径以及较窄的过程窗口。

想法：喷嘴伸入工件
新开发的插件喷嘴是 Esslingen 大学

与 GMB Kunststoffteile GmbH 公司的合

作研究项目的成果。在这个喷嘴上，塑料

工件会伸进喷嘴中，这样就避免了过程气

流的横向溅射。这样就可实现有控制的流

动运动学以及焊条的均匀熔化。由此还可

以通过更深的熔化以及更大的接合路径对

工件材料中的波动更好地找平。同时还通

过更有效的加热能够达到更高的温度，这

对于像 PPA 这样的具有较高熔化温度的

工程塑料来说会更具吸引力。

基于优化的流动形态，插件喷嘴可以

将所调查材料的加热步骤缩短达 60%。

在此，特别是当焊接轮廓较长时，可以得

到可重复生产的、结实的且比用圆形喷嘴

时更均匀的焊缝强度。除缩短周期时间外，

它还可以减少整体的能源消耗并由此可优

化过程成本。

插件喷嘴的实际测试
在一台装有压力传感器和一个红外

线摄像系统的热气焊设备（型号：VDP 
2012， 制 造 商：KVT Bielefeld GmbH）

上，人们对用玻璃纤维增强的聚酰胺和聚

邻苯二甲酰胺制造的板进行了焊接（图

1）。在这些材料上人们对温度及加热时

间对表面温度及接合压力的影响进行了测

试。然后将接着根据所达到的焊缝强度及

拉伸试验对焊接进行质量定性。人们在

三种材料上对过程参数的影响进行了调

查。为测试而准备的材料有 PA 6-GF40 
( 类 型 : Zytel 73G40HSLA BK416LM)、
PA 66-GF35 ( 类 型 : Zytel 70G35HSLR 
BK416LM) 和 PA 6T/XTGF35 ( 类 型 : 
Zytel HTN51G35HSL BK083)， 它 们

由 DuPont de Nemours (Deutschland) 
GmbH 公司提供。

测试显示，表面温度随着加热时间的

加长而升高（图 2）。此外测试还阐明了

热气工具温度以及由此得到的热气温度对

塑料表面可达到的温度的影响。另外在测

试的材料上还显示，当达到所需的焊接深

度后，接合压力会随着塑料表面温度的升

高而下降（图 2）。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

在塑料中产生了较大的熔化深度，而这在图 1：插件喷嘴是插在圆形喷嘴上的。© Hochschule Essl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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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深度不变时又会导致较低的必要的接

合压力。

三种材料（PA 6-GF40、PA 66-GF35
和 PA 6T/XTGF35）焊接后的拉伸强度显

示，从表面温度可以判断可达到的接合处

的焊缝强度（图 3）。表面温度过高或过低，

焊缝强度都会下降。表面温度在 235˚C 至

280˚C 之 间 时，PA 6-GF40 可 以 达 到 一

个超过 68 MPa 的平均焊缝强度。在 PA 
66-GF35 材料上，表面温度在 285˚C 至

300˚C 时平均焊缝强度可达到 66 MPa。

在 PA 6T/XTGF35 上的测试显示，表面温

度在 300˚C 与 325˚C 之间时焊缝强度可

达到超过 54 MPa。

另外一个过程参数是在达到需要的

焊接深度时的接合压力（图 4）。在 PA 
6-GF40 ( 熔融温度 TMelt = 220℃ ) 上，

接合压力在 0.05 MPa 至 0.8 MPa 之间时

平均焊缝强度可达到超过 69 MPa。接合

压 力 在 0.3 MPa 至 0.95 MPa 之 间 时，

PA 66-GF35 (TMelt = 263℃ ) 的平均焊

缝 强 度 可 超 过 70 MPa。 在 PA 6T/XT-
GF35 (TMelt = 300 ℃ ) 上，接合压力在

1.0 MPa 至 2.5 MPa 之间时，工件上的

平均焊缝强度达到超过 54 MPa。

该试验显示，塑料表面温度与加热时

间及热气工具温度有关。总体来说加热时

间加长则表面温度也升高。热气工具的温

度会影响塑料的加热速率。另外就是达到

所需焊接深度时的接合压力与其时的塑料

表面温度也有关。较高的塑料表面温度会

导致塑料内较低的粘度，从而结合压力就

较低。从可调的接合温度及接合压力方面

看，插件喷嘴具有较宽的过程窗口，同时

还能得到稳定的可重复的焊缝强度（表格

1）。就接合温度而言，PA 6-GF40 的过

程窗口明显比 PA 66-GF35 和 PA 6T/XT-

GF35 要宽很多。此外，调查还显示，所

需的接合压力取决于材料。

重新考虑热气焊
使用圆形喷嘴时表面温度的不易控制

及不可重复性以及较长的加热时间激发人

们去开发一种插件喷嘴。原则上说，较长

的加热时间被认为是热气焊的缺点，所以

通常是只有当其它焊接方法不能得到所希

望的结果时或者要求无粉尘的工件时，才

会用到热气焊。

插件喷嘴可以在 PA 6 和 PA 66 这样

的标准材料上实现一个较宽的可调过程窗

口和较短的加热时间，并因此除带来显著

的经济性外还带来了较大的对热气焊的可

接受度。除此之外还为具有高熔化温度的

图 2：在 PA 6T/XT-GF35 上且热气工具温度为 475℃、500℃及 525℃时，
加热时间对塑料表面温度的影响（左）以及塑料表面温度与接合压力之间

的关系。资料来源 : Hochschule Esslingen; 图片 : © Hanser

工程塑料开辟了新的焊接可能性，比如

PPA，至今它只能有条件限制地使用热气

焊进行接合。通过新一代的喷嘴，热气焊

工艺就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通过

经济性的且资源保护式的加工，就可以在

例如电动汽车等大量的未来技术中开辟它

的新应用。

www.hs-essling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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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塑料表面温度对焊缝强度的影
响。包络曲线显示了温度范围，在这个
范围内是相关材料可以达到的最高的平
均焊缝强度。资料来源 : Hochschule 

Esslingen; 图片 : © Hanser

图 4：达到焊接深度后的接合压力对焊
缝强度的影响。包络曲线显示了接合压
力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是相关材料所达
到的最高的平均焊缝强度。资料来源 : 

Hochschule Esslingen; 图片 : © Hanser

材料 PA 6-GF40 PA 66-GF35 PA 6T/XT-GF35

熔体温度 [˚C] 220 263 300

接合温度 [˚C] 235 至 280 285 至 290 300 至 320

接合压力 [MPa] 0.05 至 0.80 0.3 至 1.0 1.0 至 2.0

可达到的焊缝强度 [MPa] 69 至 74 70 至 76 54 至 60

表格 1: 使用热气焊过程可靠地接合相关材料的合理过程
参数的概览。资料来源 : Hochschule Essl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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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智能工件的高生产能力
聚氨酯涂层的直接涂覆开辟了设计上及功能上的更多选项

像喷漆等这样的传统涂层技术，在加工功能高度集成的且精美装饰的塑料工件时就遭遇了它
的能力限制。与此不同的是，直接涂覆工艺的过程链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得到了优化。对于
这样的生产过程，现在有自修复的、快速固化的 PUR 浇注涂料和聚碳酸酯化合物可供使用，
它们即便在老化后仍然能紧紧地粘在一起。

电动汽车、关联性及自主驾驶的趋

势在汽车制造业中激发了一种新的设计语

言。比如受人们欢迎的乘用车上的一个具

有玻璃状表面的外部件，它里面除了各种

照明元件外还集成了大量的传感器元件。

在汽车内部件上，带有多功能的且无间隙

集成的显示、操作及环境照明元件的大面

积装饰件越来越受欢迎。因此，对智能型

的塑料工件的需求在增长，它们除了高价

值的外观设计外还具有高度集成的功能。

采用聚氨酯 (PUR) 涂层系统的直接涂

覆 (DC) 特别适合用来生产智能型工件。它

与塑料工件的后续涂漆相比的优点是，不

仅可以进行表面精整，而且还能够用于高

度复杂的功能性工件属性的集成。该工艺

将两个用了几十年且得到认可的大批量工

艺技术结合到了一个过程中：热塑性塑料

的注塑及PUR系统的反应注射成型 (RIM)。
PUR 涂 覆 的 工 件 是 在 一 个 注 塑 与

RIM 技术结合的模具中生产的。首先先

在第一个型穴中生产出热塑性基体并马上

送入第二个型穴中，该型穴比第一个大出

一个涂覆层的厚度。然后在这里通过一个

RIM 混合头将 PUR 系统注射到基体上。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带涂覆层的工件，涂覆

层的厚度可从大约 200 微米到几个毫米

厚。在使用一个转盘或者一个翻板模具时，

当第二个型穴中的 PUR 系统还在固化期

间就已经可以在第一个型穴中加工下一个

基体了。这就保证了较短的周期时间和较

高的生产率。除此之外，从可持续性及经

济性的角度看，DC 工艺还具有许多优点

（见方框）。

表面的设计自由度
PUR 涂层系统为工件的表面设计打

开了一个范围异常广泛的调整空间。它可

以透明地、半透明地或者完全染色地加工，

并具有很高的耐磨性和耐化学介质性能，

有如工件涂上了脂肪性护肤霜。它能够生

成软触感表面，同样也能够生成坚硬的、

耐刮擦的带有闪烁暗光的光学表面。与喷

漆相比，采用 PUR 的 DC 工艺的一个主

要优点是，在 RIM 型穴中可以精确地成

型出细微的表面构造。从宏观上讲，这些

构造可能是触觉辅助元素及设计元素，如

棱。从微观上讲，可以形成非常精细的痕

迹直至纳米级构造以便获得特殊效果，如

抗反射性能。高光亮区域可以与磨砂结构

区域直接接壤。恰恰是这些设计可能性，

在其它通常的涂覆方法上只能在非常大的

工作量下才能实现，因此这就是 DC 工艺

的一个独特的卖点。

Rühl Puromer GmbH 公 司 及 位 于

Leverkusen 市（德国北威州）的聚合物

生产商 Covestro 公司是 DC 工艺的先驱。

他们各自独立地且部分合作地建立了该加

工技术的重要基础，涉及的方面有材料配

方、工件设计、模具设计及模具技术、机

器装备和过程模拟，并在此期间经常与机

器制造商和模具制造商进行合作。两家企

业对热塑性基体的加工工艺及原料系统以

及 PUR 涂层进行了精确的匹配。

融入材料的分离功能
Rühl 公司以其 Puroclear 材料产品

为比如木质和钢琴黑色镶边提供了光稳定

及颜色稳定的出自 PUR 的双因素涂层系

统，该系统是以脂肪族异氰酸酯为基础的。

为了用于 DC 工艺，他们对该产品家族的

反应性就短固化时间进行了优化，通过这

种优化使 RIM 的周期时间至少能与注塑

成型的相对应。这样就可以实现经济性的

采用 DC 工艺可以简单快速地生
产容纳了传感器和发光元素的具
有高贵外观的工件。© Covestro

直接涂覆的优点一瞥

• 不用投资于单独的涂漆设备

• 不需要纯净室条件

• 不会因过渡喷涂而损失漆料

• 不用做漆料准备，比如通过底漆或

电晕处理

• 没有像橘皮或油漆堆积这样的通常

的涂漆问题

• 处理工件时较少的物流工作量

• 较少的占用空间及资源需求

• 较低的由于涂漆缺陷产生的废品率

（比如粉尘、渐变）

• 得益于无需添加溶解剂的 PUR 系

统几乎没有物质转移

• 与分别注塑及涂漆相比较低的能耗



47Kunststoff 中国 2022.8

加工。此外，该材料系统还配备了一种融

入材料的、经过多重试验的“内分离功能”，

即自分离的。由此，模具既不需要喷涂分

型剂，也不需要特殊的涂覆层。这同样也

对较短的周期时间及简化过程流程做出贡

献。这种可自分离的 PUR 系统的巨大优

势在于，可以实现直接从模具中生产出表

面光亮的工件，无需后续加工。而单独使

用的分型剂则会阻碍直接从模具中产生高

光亮表面。

Puroclear 产品系列中还包括可自修

复的选项，也就是说它具有所谓的回流效

应。表面漆中出现划痕时——比如被车钥

匙刮了或者被石头砸了——伤口会在短时

间内自行封闭（图 1）。由此工件就会长

期保持其高价值的外观及它们的功能。这

个 PUR-RIM 漆的耐磨粒磨损性也对这种

高度的日常使用性做出了贡献。这种纯物

理性的自修复效应基于一种材料内的特殊

的网络结构。这种结构除了化学联网外还

含有物理性的联网点，即所谓的硬段域，

它建立在氢键基础上。这些联网点在表面

被划伤后能够重新形成可逆的结点，它们

与化学网络的回弹能力（即记忆效应）一

起就导致了划痕的消失。

高透明度使集成灯
和传感器成为可能

Covestro 公 司 为 DC 工 艺 开 发 了

Makrolon、Bayblend 和 Makroblend 产

品系列的专门的聚碳酸酯 (PC) 化合物及

PC 混合化合物，还为 PUR 漆开发了涂

料原料的广泛的模块化配比组合系统，无

需额外的溶解剂，比如 Desmodur 系列

的特殊的异氰酸酯交联剂和 Desmophen
系列的多元醇。在热塑性 DC 材料上，焦

点放在了聚碳酸酯上。这种聚合物的非常

好的机械性能以及它的高透明度符合当前

汽车内室设计理念的要求，比如用于氛围

光及大型无缝操作面板等。在车外部，它

可以帮助融入显示功能，以便与交通中的

其它道路使用者沟通，还可以集成传感元

件，用于以雷达和激光雷达为基础的驾驶

辅助系统。Rühl 公司开发了适合这些应

用的 PUR-RIM 漆，它即便在较厚的层厚

度时仍然具有很高的透明度，而且不影响

其它与汽车相关的性能。因此它是一种理

想的协同材料，并为透明的 PC 基体提供

了非常好的保护（图 2）。

保证 PUR 与 PC
之间的粘合强度

PUR 与 PC 之间的粘合强度从根本

上讲是具挑战性的，特别是在老化影响下。

虽然 Makrolon 及透明的 Puroclear 系列

自身具有很好的粘覆性，但是开发伙伴

Rühl 公司与 Covestro 公司一起仍然对粘

合强度就老化后的长时间稳定性方面做了

进一步的改善。为此，他们对多个材料组

合进行了优化并在 POSI 剥离试验（根据

ISO 4624 标准）中对它们的粘合强度进

行了评判。即便是通过长时间放在湿热环

境中经受了水解老化的试件，由此也做到

了满足 OEM 给出的粘合规格的要求（图

3）。此外，其它测试还显示，PUR 系统

的内分离功能完成了它应有的任务——容

易脱模，同时对 PUR 与基质之间的粘合

也没有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两家企业还致力于将薄膜的薄

膜嵌件成型 (FIM) 过程集成到 DC 过程中。

变形的且印有装饰图案的薄膜不仅令人瞩

目地扩大了工件设计的操作选项，而且还

对功能集成非常重要。比如通过印刷导体

轨道及电路图就可以用它们实现感应按钮

图 1：划痕的白光干涉图：基于自愈效应，48 小
时后划痕已看不见了。© Rühl Puromer

图 3：POSI 测试：带有 PUR 漆的 PC（1）；
Makrolon 类型与 Puroclear 标准漆的结合（2）；
Makrolon 类型与专为 PC 而优化的 Puroclear 漆的
结合（3）。资料来源 : Covestro; 图片 : © Hanser

图 2：复合材料的透明度：转移性的对比测量显
示，Makrolon 及 Puroclear 以其各自的高透明
度可以很好地互补。资料来源 : Covestro, Rühl 

Puromer;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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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以一个模板（红色 =PUR 漆，蓝色 = 空气）为例的 DC 模具填充模拟：
如果表面结构容纳在 PUR 漆中，通过漆的向前移动就会在较厚的区域内
形成气泡夹杂（左）。当表面结构存在于 PC 基体中，那么在 PUR 漆中

由于均匀的壁厚及流动前沿就不会出现气泡夹杂（右）。© Covestro

图 6：以一个模板为例的变形模拟：当表面结构存在于 PUR 漆中时，
可能就会基于较大的收缩倾向在 PUR 漆较厚的区域内出现更大的变
形（左）。不过，如果表面结构是容纳在 PC 基体中的话并因此使

PUR 漆层既均匀又薄，则可以基本上避免变形（右）。© Covestro

图 4：一个中柱上的带有感应按钮功
能的操控面板展示件，它是在 DC 工
艺过程中通过后注塑一个 Makrofol-

PC 膜而生产的，其表面采用基于
Puroclear 的深度光泽进行了精整。

© Covestro, Rühl Puromer

功能，而且可以对它们进行背光照明（图

4）。注塑步骤同样也可以作为二元过程

进行如此设置。

Covestro 公司及 Rühl 公司以其范围

广泛的应用技术服务在 DC 工件的整个开

发过程链上对项目伙伴提供支持。这里的

重点是，符合过程需要的工件设置和模具

技术，还有对 DC 过程及工件性能的模拟。

特别是对 PUR 填充及变形的精确模拟，

对于实现比如像汽车内室中的具有玻璃效

果、光元件及触摸传感器的大型无缝 PC
装饰条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形式的工

件必须在强烈变化的 PUR 层厚度的情况

下具有无缺陷的表面。除此之外，由于它

们的尺寸以及 PC 基体材料与 PUR 系统

的不同收缩，这些工件还倾向于变形。原

则上讲，在项目早期就应该对 PUR 的填

充过程及变形进行模拟，以便从一开始就

能够正确地设计工件和模具，并避免昂贵

的候补调整。

填充模拟的工具
Covestro 公司开发了相应的计算及

模拟工具。对于填充模拟，有一个以两

项 CFD（计算流体动力学）模拟为基础

的新计算方法供使用。与用于注塑模拟

的传统方法不同，这种新方法将 PUR 填

充时从模具中排挤出的气体不视为真空，

而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相。由此，它就能

区别于至今使用的其它工具，在涂覆层

中及基体中进行取决于结构的精确计算，

看哪里会形成气孔，它们会向哪里移动，

以及它们是否会留在工件中还是能够到

达排气孔（图 5）。

对于工件变形模拟也开发了一个计

算方法，它从收缩及变形角度对涂层系统

中的材料行为进行了描述。在成型过程中，

PUR 系统的收缩要强于热塑性的载体。

因此，从原则上讲，在一个工件设计中应

该将带有较大厚度跳跃的三维结构放到载

体中去，以便保持 PUR 系统层厚的均匀

及较低的变形。不过在大多数应用中，只

有在理想情况下才能做到这样。由此，模

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帮助人们找到一个最

佳层厚比，这时候变形及周期时间同样能

保持在最小程度（图 6）。

汽车工业赞赏 DC 工艺
目前，DC 工艺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轿

车内饰上。不过它也越来越多地被用在汽

车外部件上，比如带有触摸面板的支柱护

板，用于输入代码以打开或关闭内室。其

它潜在的外部应用有高度集成的扰流板元

件、雷达罩和让人想起前挡板的冷却散热

罩（题图）。后者在电动汽车上主要作为

标识品牌的设计元素，其中容纳了或者不

包含照明灯和传感器的支架。总的来说，

汽车工业越来越视 DC 工艺为一种取代其

它大批量加工方案的有效选项，因为它提

供了更高的工件性能及设计自由度。随着

时间的推移，医疗、仪器、IT 和通信技

术也发现了这一工艺的优势。

www.covest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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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激光束的精整
如何在电镀塑料工件上使用激光打标机进行加工

在 Heinze Kunststofftechnik GmbH 公司注塑生产的大部分塑料工件都进行了镀铬。由此
而得到的绝对光滑的表面常常给后续的加工带来了挑战。借助一台 Bluhm Systeme GmbH
公司的激光打标机可以在多个步骤中完成对产品的精整。

Heinze Kunststofftechnik 公 司 熟 知

在系列加工中如何处理表面精整的塑料工

件。“我们的许多客户希望在镀铬的产品

上打上他们公司的 Logo”，Heinze 集团

合伙人 Benedict Tilmes 介绍道，并表示：

“但是由于电镀后会产生一个绝对光滑的

表面，只靠我们的移印设备就无法做到

了。”为了让彩色的涂层无论如何能够附

着在工件表面上，就必须对基体进行粗化。

为 此，Heinze 公 司 使 用 了 一 台 Bluhm 
Systeme 公司的激光打标机：纤维激光

器 eSolarMark FL 会用激光刻蚀表面，

其刻蚀深度只有几个微米深。通过这个深

进去的凹陷就可以使紧接着涂上去的彩色

涂层牢固地附着在工件表面上。“而且，

通过刻蚀不仅可以产生一种特别的触感，

还能使标识有一种高价值感”，Benedict 
Tilmes 介绍说。

刻蚀：在微米范围内且
最高可达每秒三十个代码

在 Heinze 公司每年有五万多个产品

需要激光打标：为了打标，工件将被放

入一个转盘中的相应凹槽内。紧接着由

一个传感器在封闭的印刷站内探测该工

件是否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每一个产品

只需要激光器用 1.5 秒钟进行刻蚀。根

据标识的不同内容，激光打标机可以对

静止的及移动着的产品以每秒钟 30 个代

码的速度进行打标。

“ 我 们 这 里 谈 论 的 是 非 常 小 的 具

有 极 其 精 细 结 构 的 标 记”，Benedict 
Tilmes 解释说。激光打标机不仅以闪速

对它们进行刻蚀，而且还是高精度。除

了 Logo，这些标记还可以是纯文字、一

维和二维代码或者图形等其它信息。这

些标记可清晰读取、持久不脱落、耐磨

且无菌。刻蚀后紧接着是印刷，这时候

将把颜色灌入刻槽内。几秒钟后颜色层

就干了。然后产品将被取走并在经过严

格的终端检验后包装。

玻璃纤维作为激光活性介质
纤维激光器利用掺杂的玻璃纤维作为

激光活性介质。在它上面将赋予光波形式

的能量。eSolarMark FL 激光器以 20 瓦

的功率工作。纤维被赋能后产生一个激光

辐射，其波长为 1064 纳米（nm）。由于

人的肉眼只能辨认 400 至 700 纳米的光

线，在调试标记面时可借助一个先导激光

发出的带有红色且因此可见的激光射束。

最大的标记面积为 100 x 100 mm。激光

打标机的寿命可长达十万个工作小时。

www.bluhmsysteme.com

关于作者
Antoinette Aufdermauer arbeitet im 
Marketing der Bluhm Systeme GmbH.外壳上的别致：在经过电镀后，公司的 Logo 将出现在水龙头上。© Blu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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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 FDC设备
新投资及工艺组合——Krug 集团的精明算计

谁如果与 Kunststofftechnik Krug 公司一样主要在汽车行业中经营的话，那么他就绕不开
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的电动汽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业动荡。因此，该企业在他们所有的生产
基地都对加工工艺进行了前瞻性的投资。

Krug 集团是一家人们一般理解为“隐

形冠军”的企业。它位于黑森州中部的

Breidenbach 镇，是一家首先与汽车工业

紧密相连的模具制造商、零部件生产商及

复杂工件组的供货商。这家企业在这个领

域里掌握着深厚的专业知识，Krug 集团

不仅在他们的 Tier-1 和 OEM 客户那里保

持着优先的位置，而且范围还在扩大——

特别是正处于一个根本性巨变的汽车行

业。Kunststofftechnik Krug GmbH 公 司

认为他们在这里一直将自己处于有利的位

置，正如经理 Rüdiger Braun 所强调的：

“我们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不受动力

总成的制约而使用。简单地说就是：如果

涉及到电动汽车，我们的企业将来也会立

于不败之地。”

除了物理泡沫注射成型 (MuCell) 和

气 体 注 入 技 术 (GID) 外，Krug 公 司 还

在不久前在他们的生产中纳入了又一种

特殊工艺——纤维直接复合 (FDC)。为

了引入这一技术，必须对在萨克森州的

Meerane 生产基地进行建筑上的扩建，

以便在最终扩建的聚丙烯 (PP) 风机框全

自动化大规模生产线中为两台新的大型

注塑机设备开辟空间。这里涉及的是两

台世界上最大的用于加工纤维填充塑料

的自动化 FDC 生产设备（题图）；处于

中心的是：两台合型力为 6500 千牛的

混合注塑机（型号：Allrounder 1120 H，

制造商：Arburg 公司）。

在线复合制备的实际好处
带有附加配置（FDC 缸体模块、两级

螺杆、FDC 单元和粗纱站）的注塑单元将

玻璃纤维粗纱加入到熔体中并混合均匀（图

1）。纤维长度可以个性化地改变。以这

样的方式就可以生产出轻质的但仍然能承

受高负荷的工件，因为加入根据工件而准

确确定的玻璃纤维成分从重量和机械性能

上为工件带来了明确的优势。为了证明它

们的完善功能，人们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轻结构及塑料技术研究所进行了测试。

巨大的材料成本节约
Rüdiger Braun 阐 述 了 该 工 艺 的 优

点：“采用 FDC 我们可以非常具保护性

地对材料进行加工，并且可以接近必要的

纤维长度。另外，我们的加工也更为经济，

因为我们把对材料的非常繁复的制备过程

完全移到了我们的注塑机中。由此运输路

程就缩短了，并且碳排放也减少了。”FDC
工艺的另外一个优点是，通过在基体材料

PP 中使用长度更长的玻璃纤维，在工件

强度接近的前提下可以取代昂贵的聚酰胺

(PA)。而且，这个由机器制造商 Arburg
公司及在 Würzburg 市的塑料中心 (SKZ)
开发的纤维直接复合工艺还使人们可以有

效地生成新的材料组合。

与常见的市售长纤维粒料相比，采

用 FDC 工艺生产时可节约材料成本达

45%。这些优势带来的好处让 Krug 公司

至今只看到了使用这个工艺的优点。首先

就是不必购买昂贵的材料或者从制备商那

里订货。成本、操作处理、自动化可行性、

质量、坚固程度——借助 FDC 的线上复

合制备的所有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

还可对其有针对性地施加影响，这会直接

对整个生产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可加

速设备的投资回报。

过去在风机框上只能使用 PA 加工的

上部带有后续质量检验和组装的设备全貌。机器人配置了与注塑
机一样的编程介面。图中的右侧是 6500 千牛机器中的复杂控温

及监控的模具的各个接口。© Kunststofftechnik K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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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带有料匣及玻璃纤维粗纱喂入装置的机器背面。纤维束将在一台切割装置（右）中被按规定的
长度截断并通过一台侧喂料机直接送入塑料熔体的注射单元中。© Kunststofftechnik Krug

图 2：所有风机框从模具取出后都
要进行 100% 的质量保证检验。© 

Kunststofftechnik Krug

地方，现在用“精简的聚合物”也能实现，

就是说在保持整个工件关键属性的情况下

使用 PP。而且可做到的还更多：这里还

可以实现个性化的灵活的材料组合。

完全自动化的加工
及质量保证

两台结构一样的设备将来会用来对

工件进行后续的全自动化完善。为此，它

们通过带有 Arburg 操作面板的 Kuka 六

轴机器人被连在一起。首先是注塑风机架，

然后从模具中取出并利用热像仪（图 2）

和集成称对其进行质量检验。这样就省去

了大部分对工件组进行完善的人工工作步

骤，这也对加工成本产生正面影响。

FDC 过程可完全集成于机器的控制

系统中并通过自己的各种标识简单且灵

活地编程。除此之外，FDC 单元的信号

也可以被用来进行质量监控。测得的长

玻璃纤维成分的各种值以及工件重量都

将记录在机器控制系统 Gestica 中用于

备案及好 / 坏工件分拣。另外一台六轴机

器人和 kiki 公司的组装单元被用来安装

风机的盖。

这些盖是经由一个振动传输器送进

来的。有两种不同的盖的大小，并且根据

风机架的不同将安装不同数量的盖以及安

在不同的位置上。这一切都可以灵活地通

过组装机器人来操作。在这里利用了机器

人的自由度，以便直接从卡爪上安装并检

验这些盖。其它有意思的边缘细节：为了

更进一步节约重量，人们在盖的生产中将

FDC 与 MuCell 工艺进行了结合。最后由

一个摄像头对工件组的完整性进行检验。

Meerane 生产基地保留了达三个之多的

包括热流道和针阀喷嘴在内的相同的模

具，以便能够及时供货以及节约物流和仓

储成本。

全面的检测和控温技术
Krug 公司通过使用全面的测量、检

验和监视技术来达到汽车行业所要求的高

质量。使用具有精准流量测量及控制的控

温系统 Orca（生产商：enesty GmbH 公

司）也保证了生产的高精确度。Krug 公

司与 enesty 公司及控温专业企业 Jurke 
Engineering GmbH 公司已经合作多年。

Orca 及 Orca Plus 控温系统将用于控制

每个单一控温环路的分流块竖着或横着集

成于注塑机中，在系统中所有能与控温介

质接触到的部件都是用不锈钢或者黄铜以

低维护的形式制成。

测量是通过一个双超声波传感器无须

维护地进行的。当流量提升时，超声波信

号从 A 到 B 所用的时间会加速，相应地，

流量减少时会放慢。持续时间和流通速度

是基础数据，从中可以确定当时的流量。

通过其在介质外的排布及精度，该系统寿

命长且坚固耐用。它的工作是无接触式的

且无需滤网，因此也满足汽车行业过程控

制的要求。

系统在注塑机内的全面集成既可以

使控温测量值直接传递给机器控制系统，

也可以将温度和流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以

模具数据集的形式储存。这样就可以大大

减少每天在机器上的监视工作量，因为

Krug 公司的目标是减少校正循环以及缩

短流程时间。

从原材料库到成品
库的有序的材料流

为了将 Meerane 基地的这两台设备

在生产流程上做相应的安排，在现有的建

筑中又加盖了一座 280 平方米的原材料

供给仓库。由此不仅可以形成从原料库到

成品库的有序材料流，而且还获得了必要

的空间。两个新建的装卸码头又进一步

大大改善了 Meerane 基地的物料装卸情

况。与其它建筑措施和机器及外围设备的

成本加在一起，在该基地总共投资了超过

三百万欧元。

不过，这也同时考虑到了 Krug 公司

的另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选择在离相

关的汽车工业或者说我们的客户近的地方

建立我们的生产基地。Meerane 基地与

在匈牙利的 Miscolc 基地一样都满足这个

前提。这里又体现了“隐形冠军”的基因：

谁要寻求与可靠伙伴的紧密合作，就要信

任他们的工作。公司的名称并不一定对每

个人都有意义。

www.kruggruppe.com

关于作者
Uwe Becker ist Inhaber der Agentur 
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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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下级联
采用 6 项针阀浇注系统顺序注射地面格板

建筑技术产品对材料及功能性方面有非常高的要求。Barku 公司的生产地面格板用的单穴模具第
一眼看上去是个简单的产品，但它却需要相当程度的技术成熟度。一家理解该技术的模型制造企
业及热流道生产商 Witosa 公司为这个其实很复杂的模具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一个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很简单的产

品，而且它还将在一个单穴注塑模具中生

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实施转化一定是

容易的，对于有经验的塑料工程师们来说

这并不是新鲜事。地面格板也是这样，

Barnstorfer Kunststofftechnik GmbH & 
Co. KG 公司（简称 Barku）的项目经理

Andreas Stietz 上次就处理过这样一个项

目。这个 1500 x 600 x 30 mm 大小的工

件比如可以作为保护网格用在畜牧业中，

Barku 公司为这个产品设计了一个在美国

市场上使用的模具。

Stietz 知道，这个工件给人们带来了

若干挑战：“尽管这个工件看上去很简单，

但生产大尺寸的塑料工件也并非易事。由

于该产品的使用方式是模块组合式的，所

以要保证一定的尺度——比如像收缩和翘

曲要控制在一定的规定范围内——还要杜

绝缩痕。而要做到这些就要采用相应的技

术。”为了在这样一个项目的终点能够在

Barnstorf 的主工厂里的 50 台注塑机之一

上成功地试用这一技术，就必须事先将若

干小齿轮组合到一起、进行调整并最终让

它们运转起来，Stietz 这样描述道。

在制定出一个产品及其模具的方案之

前，已经有几个点列在清单上了。在产品

设计阶段，Barku 公司内在材料使用及合

适的模具方案直至确定注射点等方面的丰

富经验就扮演了一个支撑性的角色。还有

一些实际上只出现在过程末端的视点，如

成型件在机器上的传递或者包装等，也从

一开始就被适当地纳入到全盘考虑之中了。

对于模具的实施转化，Barku 公司询

问了一家当地的模型制造公司，他们与该

公司已经有常年的业务关系。基于这个嵌

入地板注塑过程的复杂性——预期的注射

重量将为 3200 至 3300 克——他们之前

就向 Witosa GmbH 公司发出了一个 3D
模拟的任务。一方面是要确定模具中的压

力需求、流动行为及温度分布，另一方面

也为了了解焊线的位置。

用于级联控制的
六个独立驱动器

人们根据这个模流分析结果对模具

Barku 公司美国子公司的经理 Sebastian Lotzin 拿着地面格板 (3250 g) 站在 10 
000 千牛合型力的注塑机旁，该产品就是在这台注塑机上生产的。© Bar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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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布满线的 6 项针阀系统
(DS-40.200)，包括与单个驱动
单元 NK4 的气动控制系统之间

的软管连接。© Witosa

图 2：热流道系统在加热状态
下的温度分布模拟。© Witosa

方案的所有三个部分进行了优化，它采用

了 Witosa 公司的用于级联控制的且分别

自带独立驱动器的 6 项针阀浇注系统（图

1），并最终由 Barku 公司交付给模型制

造公司进行制造。

他 们 为 Barku 公 司 在 美 国 的 姊 妹

工厂生产地面格板选择了成本低廉的

PE-HD 材料。这种半结晶的热塑性塑料

作为易于加工的塑料保证了所生产产品

的表面光滑。不过在加工中它也给人们

带来了若干的挑战，因为 PE-HD 材料有

较强的收缩倾向并因此在如此大的塑料

工件上就容易出现翘曲。由此，这种材

料在整个过程链中——从产品设计到包

括热流道设置在内的模具制造直至注塑

过程——就要求有特殊的专业知识及高

度的技术 know how。

模具制造商及热流道
制造商所面临的挑战

注 射 点 在 产 品 设 计 阶 段 就 已 经 在

Barku 公司内部确定了。通过模拟程序，

塑料加工企业与 Witosa 公司一道还能够

对喷嘴的位置进行调整，以便能够符合

形状需要地生产这个厚壁产品。热流道

制造商之前就已经根据填充模拟结果计

算了材料的最佳流动路径。为了能够得

到具有所要求质量的产品，没有翘曲、

缩痕及收缩，在 6 项针阀系统的平衡设

置中将针形封闭喷嘴设置成每个都自带

一个独立驱动器，并通过一个级联控制

系统来操作。

为了尽可能缩短生产的周期时间并因

此保证可盈利，除了热流道的级联控制外，

Andreas Stietz 还特别注重了模具的控

温。冷却循环流道在模具中的位置设置成

不同的局部能够得到个性化的控温。此外，

为了级联控制系统的调控以及有利于周期

时间，他们还购置了一台 Witosa 公司的

运动控制器（型号：MC-0.18.16）。通

过这台控制器就可以很方便地为封闭针的

延时打开和关闭编程，并可实现合理的型

穴填充。

为过程优化使用
带涂层的封闭针

Barku 公司在出货前对所有的模具

都在下萨克森州的工厂里进行试模。用

于生产地面格板的这个大约 12 吨重的

模 具 也 一 样。Witosa 公 司 应 用 技 术 部

门的一名员工及公司销售主管 Stephan 
Ochse 依照客户的要求当时也来到现场

参与试模。

在试模期间调整确定了最终的注塑

过程。在第一批注塑完成后就显示出，

在脱模状态下产品上有一些热点，如所

预料的那样过程必须进一步优化。这时

候的技巧就在于，调整过程设置使产品

从模具中取出时其整个表面上具有几乎

恒定的温度。用级联工艺注射该产品已

经为调整提供了相应的空间。由于材料

在加工过程中也存在它的缺陷，并且需

要 避 免 材 料 粘 覆 在 封 闭 针 上，Witosa
公司使用了具有涂覆层的封闭针以优化

过程。

在所有参与者们结束了优化工作周期

后——Witosa 公司负责热流道系统（图

2），当地的模型制造公司负责模具，

Barku 公司的工艺技师负责注塑过程——

就能够最后确定经济性地生产地面格板的

所有过程参数。

在美国的生产
在美国的田纳西州克利夫兰的生产

基地，这个单穴模具以长使用时间在一

台 10 000 千牛的注塑机上一年中大约工

作七个月（题图）。“关于这个力，你

通常不会想太多”，Stietz 说。“为了更

清楚地阐明：地面嵌入格板是在 1000 吨

的压力下生产的，这相当于大约 1000 辆

Smart 车摞起来的重量。”

www.witosa.de

关于作者
Franciska Thomas arbeitet im 
Marketing der Witosa GmbH 
Heißkanalsysteme, Frankenberg.



注塑   Spritzgiessen   Injection Molding

54 Kunststoff 中国 2022.8

合理注射——但如何做到？
一个注射分析的方案可以简化注塑工艺的设置

特别是在复杂形状的注塑工件上，对注射体积流的形态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以
便使工件能够满足质量要求。借助一个优化程序就可以在在机器上设置过程之
前就已经采用模拟方法得知合适的注射体积流形态。以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降低
实际尝试调整的工作量，而且可以在短时间里得到非常好的质量结果。

在注塑中，射入体积流会影响到取

向、内应力以及晶体结构的形成——并因

此也影响到一个工件的机械性能及它的尺

寸精度和表面质量。为了使精密工件能够

满足适用的相关质量要求，对取决于工件

几何形状的注射体积流的形态分析就必不

可少。在注塑机上根据专业知识进行注塑

体积流的迭代设置属于标准技术，不过在

复杂工件上既耗时又费事。

对射入阶段的建议
使用一个模拟软件就可以在短时间

内得出射入体积流的曲线，这可以帮助实

现恒定的流体前沿流动速度等指标。这样

就可以缩短在注塑机上的实际过程调试阶

段，以达到需要的质量标准。

根据对过程及工件要求的不同，就会

有不同的标准，它们在注入阶段是至关重

要的。为此，对注射速度根据工件区域有

下述基本建议：

• 快速填充浇道的分流杠，

• 限制浇口处的流动前沿速度，

• 成型件的快速充满 以及

• 在即将达到体积上的充满前降低速度。

在浇道分流杠中，熔体应该迅速注

入，以便达到注入时间短的目标并以此避

免熔体的冷却。而在达到浇口处时最好减

少射入体积流量，以防止剪切速率过大而

损伤材料。而从经济性的角度看建议做到

尽可能高的注射体积流量，这样周期时间

就不会被不必要地拖延。而且，较高的注

射体积流量还能减少熔体在流动路径中的

冷却，因为耗散热可以补偿注射期间熔体

的冷却。

基于过高的剪切应力和过大的压力损

失会造成材料损伤，所以注射体积流量是

有上限的。一个频繁推广的方法是，将注

射速度的形态设置为使流动前沿速度保持

恒定。如果工件壁厚是不变的，那么流动

前沿在整个工件厚度上就会达到一个恒定

的平均剪切速率，其结果是，分子会形成

一个沿流动路径方向的一致取向。当工件

横截面是变化的时候，为了达到恒定的前

沿流动速度就必须与横截面积成比例地对

注射体积流量做相应的连续调整。

在流动路径快到头的时候，建议减少

注射体积流量，以避免在收缩阶段内由于

灼热及型腔过渡填充使材料受损。因为要

考虑这些因素，所以复杂工件的过程调试

就是一个挑战，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借助一

个注塑模拟在几个工作步骤中得到一个取

决于工件几何形状的合理的注射体积流量

曲线。

注射策略的模拟
为了取得理想的注射体积流量曲线，

可以采用模拟软件 Cadmould（提供商：

simcon
kunststoff technische Software 

GmbH 公司）。测试的目标是要达到一

个恒定的流动前沿速度。他们检验了一个

简单形状的和一个复杂形状的工件（图

1）。为此人们使用了 Cadmould 数据库

中 Sabic PP 579S 类型的聚丙烯 (PP) 的

材料数据。

简单几何形状有一个横截面积的收缩

然后接着又扩大了 66%。第一步，先以

30cm3/s 的恒定注射体积流量进行虚拟注

基于工件几何形状的自动化的注射分析可以加
速过程设置并改善工件质量。© I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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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并确定了各填充水平上的平均流动前

沿速度（图 2，绿色曲线）。这个平均速

度是从计算因素的流动前沿速度的平均值

中计算出来的，这个时候流动前沿刚好达

到这个填充水平上。

流动前沿的流动改变
注射体积流量不变时，由于横截面积

保持不变，因此在薄膜浇口后面就产生了

一个恒定的流动前沿速度。在横截面变窄

的地方，流动前沿速度线性提升（区域 2）

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区域 3）。引起注意

的是，在收窄处（区域 2）的流动前沿速

度的正斜率及横截面扩宽处（区域 4）的

负斜率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注意到，流动

前沿速度在填充末端时急剧提高。

对填充情况的描述可以帮助人们理

解它的变化过程（图 3）。收窄后出现的

源流会导致流动前沿流动的改变。这时候

流动前沿会以不同的速度到达样板的末

端，当分成两个部分时，则流动前沿速度

会大大提高。

注射体积的分布与
流动前沿的横截面成正比

下一步将从恒定的注射体积分布时

的平均流动前沿速度计算出所达到的填充

水平上的流动前沿横截面。人们假设体积

流是不可压缩的，那么就可以从注射体积

流量的商以及平均流动前沿速度计算出当

时时间点上的流动前沿横截面（图 4，橘

色曲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里收窄

区域（区域 2）流动前沿横截面的变化与

工件横截面积再次扩大区域（区域 4）的

变化也是不同的。由于源流，填充水平达

到大约 90% 时流动前沿横截面达到了局

部最大值，之后在流动路径的末端由于熔

体前沿被分开，前沿横截面会急剧降低。

采 用 软 件 Matlab（ 提 供 商：

MathWorks Inc. 公司）将使横截面曲线

平滑并从曲线中测取各个点，在这些点上

超出了规定的梯度变化范围。在这些填充

水平上为体积流量曲线设置了阶梯。临界

梯度变化设定的越小，在体积流量曲线中

就得出更多的曲线段。当给定填充时间后，

将可计算出注射体积流量曲线，它与流动

图 1：所使用的工件几何形状具有不同的复
杂程度。资料来源 : IKV; 图片 : © Hanser

图 2：变化注射体积流量的平均流动前沿速度在注射时间相同时比恒定注射体
积流量 ( 带横截面收窄的板 ) 时的要更为均衡。资料来源 : IKV; 图片 : © Hanser

图 3：在 30cm3/s 的恒定注射体积流量时，在收窄区之后填充图像显示了
流动前沿在区域 4 中出现了源流。资料来源 : IKV;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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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从各个填充水平上的横截面积可以推导出
带收窄区的试样板的最佳注射体积流量曲线。

资料来源 : IKV; 图片 : © Hanser

图 5：经过优化的注射体积流量曲线上的平均流动前
沿速度在注塑时间相同时比恒定注射体积流量（复杂
工件）的更为均衡。资料来源 : IKV; 图片 : © Hanser

图 6：通过优化注射体积流量曲线（右）工件
中局部流动前沿速度也更为均衡。© IKV

前沿横截面成正比（图 4，绿色曲线）。

在第二个过程模拟中将以用这种方式

描述的注塑体积变化曲线进行注射。这里

得出的平均流动前沿速度将在与恒定注射

体积流量时的对比中得到均衡（图 2，橘

色曲线）。在浇道中、在薄膜浇口中以及

在填充末端的流动前沿速度如有变化的注

射体积曲线一样展现了更高的值。而在其

它区域里，平均流动前沿速度与恒定注射

体积流量时的流动前沿速度（与平均值的

偏差可达 93%）相比在最多 20% 的范围

内波动。

从简单的到复杂的几何形状
这种模拟办法同样被用到复杂形状的

工件上。在采用 33cm3/s 恒定注射体积

流量的第一步模拟基础上确定了平均流动

前沿速度（图 5，绿色曲线）。从对注射

体积流量及平均流动前沿速度的认知中就

能够计算取决于填充水平的横截面积。在

同等填充时间的准则下将从横截面积推导

出注射体积曲线。有变化的注射体积曲线

（图 5，橘色曲线）的平均流动前沿速度

从浇道的填充开始与平均值的偏差最大为

81%，而在恒定的注射体积曲线上这个偏

差可超过 900%。

如果将模拟测取的在工件中的局部的

流动前沿速度互相之间进行对比的话（图

6），就可以看到，恒定注射体积流量时

的流动前沿速度基于源流的原因当浇道间

距扩大时会降低，而在变化注射体积流量

时则明显要均衡得多。

将注射策略付诸实施
将一个经过模拟优化的注射体积流量

曲线应用到实践中需要一个前提，即对在机

器上设置的注射体积流量曲线与实际在型

穴中得到的体积流量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准

确的描述。两者之间出现偏差的原因包括回

止阀的泄露及螺杆前室内的熔体压缩等。

目前的工作为考虑这些影响因素将开

发一个机器模型，这个模型将描述设定的

与实际向型穴中流入的体积流量之间的关

系。再结合模拟的注射体积流量曲线，这

样就可以实现从模拟到实际的转化。

与几何形状相关的
注射体积流量的优化

这里介绍的方法使人们可以借助模拟

生成一个注射体积流量曲线，它将平均流

动前沿速度在各个填充水平上进行均衡，

并由此加速调整体积流量曲线的迭代过

程。除了恒定的流动前沿速度外，还试验

了其它注射策略，如恒定的流动前沿剪切

速率。在最佳注射策略基础上，开发的目

标是一个普遍的方法，用它可以实现受制

于几何形状的注射体积流量的优化。

www.ikv-aac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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