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Kunststoff 中国 2022.10

售价:￥10

2022.10面 向 中 国 的 先 进 塑 料 工 程 技 术

Kunststoff
本刊内容授权于Kunststoffe

车用塑料
Automotive

生物塑料
Biokunststoffe
Bioplastics

增材制造
Additive Fertigu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4

车用塑料   Automotive

Kunststoff 中国 2022.10



1Kunststoff 中国 2022.10

Industrial Communications Group Ltd.

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555号8楼837室
电话 Tel: 021 3251-7225

订阅期刊 Subscription

广告业务 Advertising: 

Printing Co. Ltd.

021 3251-7225中国大陆 China:
Europe 欧洲: Sven Anacker, +49 (0) 202 373294 11, sa@intermediapro.de

2021年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21 Kunststoffe,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All rights reserved. 德国Carl Hanser Verlag出版社授权Industrial Communications 
Group Ltd. 独家出版《Kunststoff中国》，经授权的所有材料都隶属于德国Carl 
Hanser Verlag出版社。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复制和转载。

��:�10

2022.10� � � � � � � 塑 料 � � 技 术

Kunststoff
�刊�����Kunststoffe

车用塑料
Automotive

生物塑料
Biokunststoffe
Bioplastics

增材制造
Additive Fertigu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关于封面图片：用PA6-GF35制造的汽
车中非常复杂的机油过滤器外壳。红色
区域表示物质堆积区域，这个区域的壁
厚可达11 毫米。© Mahle Filtersyst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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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燃料电池汽车可以跑起来
材料的改善保证了更可靠的燃料电池

除了纯电池供电的电力驱动外，燃料电池也是内燃机的一种替代选项。不过，为了能够使其进入
批量生产，还必须对电池的可靠性加以改善。特别是至今所使用的材料的离子浸出及抗水解性还
需要进一步改进。专门开发的 PPS 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化石燃料是造成空气污染及温室气

体的主要因素。据 WHO 估算，有 25%
的基于心脏病、中风和肺癌的死亡归因

于空气污染。二氧化碳及其它温室气体

对气候变化负有直接责任——这也导致

了人们对可再生零排放资源产生更大的

兴趣。运输工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

个主要贡献者。年排放量中的大约 4%
来自动力车辆中化石燃料的燃烧。不

过，在交通领域里取代化石燃料的替代

品——合成燃料、纯电池汽车和燃料电

池——仍然具有局限性，市场对其的接

受度还不高。比如燃料电池在技术性材

料方面还必须做出很大的改善，这样才

能生产出更可靠更有效的电池。

与化石燃料不同，氢基的燃料电池只

产生一种副产品，即纯水。此外，它们的

效率还超过了内燃机。对于给定的输入功

率，燃料电池所提供的续航里程是柴油或

汽油发动机的 2.3 倍。

全世界氢市场的规模据估计 2019
年为 1170 亿美元，预计到 2027 年每

年将以平均 4.3% 的速度增长 [1]。氢既

可以从化石中也可以从可再生能源中产

生，在这里化石燃料的气化是目前的主

要生产方式。通过利用再生能源产生的

电解水来生产氢将会消除整个燃料电池

运行周期内温室气体的产生。据咨询企

业 Wood Mackenzie 公司预测，生产绿

氢的设备的累计装机容量在今后若干年

里将增加十二倍——从 2000 年至 2019
年期间的 253 兆瓦增加到至 2025 年的

3205 兆瓦。

燃料电池是运输
行业的最佳选择

在交通领域中，动力总成电气化从长

远来看是应对排放量上升挑战的唯一解决

方案。氢燃料电池对于日常驾驶需求很高

的车辆来说是最有效的技术——如公共汽

车、卡车、火车，当然也适用于船舶。

燃料电池与纯电池技术相比具有下述

优点：

■ 加油时间及续航里程与内燃机可比；

■ 无需大量的额外电池充电；

■ 功率受气候影响有限。

在重型运输中，电池重量、续航里程

及长时间充电是纯电池驱动系统的明显劣

势。当容量加大时，电池重量会急剧加重，

因此纯电池技术不太适合运输行业，并且

会导致每公斤运输重量的高成本。运输所

需要的能量通过燃料电池可直接作用到装

载物上，而不是用来运输车辆上沉重的电

池。此外，使用电池还存在原料供应上的

地缘政治担忧，如锂和钴的供应，而氢可

以在当地生产，并且已经存在的卡车加油

站可以很容易地改造成燃料电池车辆的加

氢站。

热塑性塑料对于高能力
和可靠性是不可或缺的

在燃料电池技术中，质子交换膜燃料

电池（英文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简称 PEMFC）越来越受欢

迎。它在效率与排放之间提供了一种非常

好的平衡，它既有较低的运行温度和较短

的启动时间，而且还具有一种能力，即利

用纯氢和作为氧化剂的正常环境空气进行

工作。商用车的燃料电池系统常常要运行

15 000 小时以上，必须非常坚固耐用。

这就要求在材料选择、设计、生产和质量

控制上进行仔细的考虑。

技术型热塑性塑料基于其易加工性、

较轻的重量以及固有的电绝缘性是适合燃

料电池系统的理想的材料。不过，在燃料

电池系统中与气体和液体持续的、直接的

图 1：PPS 与 PA 6、PA 66 和 PPA 相比显示了最低的吸湿
性（左）及离子浸出。资料来源 : DSM;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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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与其它含 40% 玻璃纤维增强成分的 PPS 化合物相比，
Xytron G4080HR显示了最低的离子浸出（左）和溶液电导率（右）。

10 μS/cm 的电导率表示低离子浸出，它被视为保证电池长寿命
的最理想的水平。资料来源 : DSM; 图片 : © Hanser

图 3：不同聚合物的拉伸模数对比（左）和拉伸强度对比（右）：两种 PPS
的耐老化性要高于 PA 及两种 PPA。资料来源 : DSM; 图片 : © Hanser

接触会导致热塑性元件的水解，这会对它

的机械强度产生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

所引起的塑料中的离子浸出会导致隔膜污

染和堵塞、针孔的形成、双极板腐蚀、热

管理系统中的绝缘能力降低以及密封界面

处的组件变形及蠕变。这在燃料电池系统

上所产生的净效应则是效率和可靠性的降

低以及寿命的缩短。

特别是人们可以看到，出自燃料电池

材料的阳离子如 Na+、Ca2+ 和 Fe2+ 将被

交换膜吸收并通过它们迁移。它们会聚集

在阴极上并由于电中性而局部取代质子。

这种在阴极附近发生的对质子浓度的强烈

抑制极大地降低了燃料电池所产生的电位，

即所谓的能斯特电位。另外还由此而大大

提高了阴极活化电位。除此之外，在最坏

的情况下离子的过度浸出会导致在隔膜中

形成针孔，其后果是氢气转移到阴极。

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大大降低燃料

电池的效率及寿命。DSM Engineering 
Materials 公司开发了一种具有非常高纯

度的特殊材料，它从本质上可减少离子浸

出并大大改善了机械性能，哪怕是在极端

水解的环境中。

高抗水解能力是必需的
燃料电池系统典型的工作环境是在

70 至 90˚C 的温度下处于几乎百分之百的

空气湿度中且处于弱酸性条件下。这种环

境会强烈影响材料性能使其变坏，特别是

影响长期性的机械性能如蠕变强度。用具

有较低抗水解能力的材料制造的元件就会

在密封界面处倾向于变形且不再密封。为

了改善燃料电池元件的性能，DSM 公司

开发了高性能塑料并额外提供了广泛的模

拟工具，用于预测材料即便在极端条件下

的长期抗水解能力。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

完整的以聚苯硫醚 (PPS) Xytron PPS 为

基础的材料及模拟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就

可以选择合适的材料，以便得到较低的离

子浸出及非常高的抗水解能力。

避免离子浸出
所有聚酰胺 (PA) 都会吸收特定量的

水分，它们会侵蚀玻璃纤维并使界面化学

变坏，结果会导致离子浸出的增加。吸湿

性还会降低玻璃化转变温度 (Tg)，由此

就会降低高温下的尺寸稳定性和抗蠕变强

度。与此不同的是，PPS 几乎不吸湿（图

1）。半结晶塑料的非极性分子结构使材

料可具有非常好的机械耐受性、较低的离

子浸出以及额外得到改善的尺寸稳定性。

DSM 公司在开发这种 PPS 化合物

时注重了改善玻璃纤维与聚合物之间的界

面化学。以这样的方式就增强了塑料与玻

璃纤维之间的接合，并且把离子浸出降

到了远远低于替代性 PPS 塑料的水平。

高性能材料 Xytron G4080HR 的离子浸出

在与标准的 Xytron G4020DWFC 及标准

的 PPS 接合的对比下进行了测试。具有

聚合物 - 玻璃纤维特殊界面技术的 Xytron 
G4080HR 显示了最低的离子浸出及与之

相关的在液体溶液中最低的导电率（图2）。
如所提到的那样，抗水解性对于燃料

电池组件的高度机械完整性是决定性的，

它们必须经受恶劣的环境条件。一般来说，

PPS 化合物表现出了比 PA 更好的长期机

械性能。但是与其它 PPS 相比，Xytron 
G4080HR 具有更高的拉伸强度（图 3）
并具有更好的机械性能，这就提高了长期

使用工件的可靠性。

PPS 替代 PA 用于燃料电池
经过在 135˚C 下的 3000 小时的人

工老化，PPS 仍然保持稳定，没有显现

出 Tg 的变化（图 4）。与此不同，有着

更高 Tg 且玻璃纤维成分高达 35% 的聚

邻苯二甲酰胺化合物 (PPA) 用了不到 250
个小时就达到了完全水分饱和。即便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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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高抗水解性及 Tg 的 PPA 材料仍然显

示了强烈的 Tg 变化，从 149 ˚C 降到了

只有 68 ˚C，这就导致了软化以及尺寸稳

定性和抗蠕变性的显著降低。

在温度为 90 ˚C、空气湿度为 100 %
时——即所提到的燃料电池系统的典型工

作环境条件，PA 在工作 100 个小时后就

完全被水分饱和。因此在软化之外还额外

增加了水解降解的风险。

10,000 小时的测量数据
此外，用 PA 制造的燃料电池元件还

会出现尺寸延申。像抗蠕变强度、机械强

度及弹性模量等性能同样也会降低，这就

会导致元件变形。用这样的组件组成的燃

料电池系统基于在密封界面处的蠕变和变

形将处于非常高的失效风险中。经过对不

同的聚合物系统性地进行在高温水解液

中的调研，DSM 公司收集了超过 10,000
个小时的测量数据。就耐水解性而言，

Xytron G4080HR 明显超过了其它聚合

物，且在水及水 - 乙二醇系统中最好地保

持了其机械性能（图 5）。

图 4：具有高 Tg 的 PPA 与 PPS 在不同阶段的 DMTA 内存
模数（E 模数）的比较（成型时的干燥状态、吸湿至饱和以

及水解老化后）。资料来源 : DSM; 图片 : © Hanser

图 5：与其它材料相比，Xytron G4080HR 最好地保持了
其机械性能，且长期水解老化明显长得多。离子浸出也是

最低的。资料来源 : DSM; 图片 : © Hanser

经过 15,000 小时的持续
运行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氢对于运输行业来说是最具竞争力的

燃料来源。使用它时车辆在运行中就不会

产生排放，且给环境带来的负担非常低。

由此就可以为气候中和社会做出决定性的

贡献。PEMFC 在整个运输行业中都可以

使用。

在通常会行驶超过 15,000 小时的商

用车上，高性能塑料明显提高了燃料电池

的可靠性。PPS 以其非常好的耐化学性、

尺寸稳定性和抗水解性以及非常低的离子

浸出而非常适合用在燃料电池系统中。除

了合适的材料外，DSM 公司还以其专门

的预测和建模选项提供设计支持，以便帮

助生产商们避免燃料电池系统可能发生的

失效。

www.dsm.com

关于作者
Dr. Tamim P. Sidiki ist Global Marketing 
Director Mobility bei DSM Engineering 
Materials. Er arbeitet seit 2007 für das 
niederländische Unternehmen und leitet 
das Marketing im Mobility-Segment.
Yu Bin ist Global Advanced Engineering 
Manager für Elektrofahrzeuge bei DSM 
Engineering Materials. Von Shanghai 
aus konzentriert er sich hauptsächlich 
auf den elektrischen Antriebsstrang.
Dr. Robert Janssen ist Principal 
Scientist am DSM Advanced 
Science Center für funktionale 
Materialeigenscha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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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的吸睛之笔
获奖的前挡板融合了炫目的设计及高效的制造过程

在电动汽车上已经不使用传统的散热格栅了。这就为汽车生产商们在汽车前部设计上提供了新的
可能性。人们从 Leonhard Kurz 公司的“标志性空间格栅”上看到了这一点，该格栅在 2020 年
汽车品牌大赛中获奖。该工件展现的不仅是现代化的汽车设计，而且它还是在一种新型的生产工
艺中生产的。

电动车在全欧洲都在向前发展。据

联邦运输管理局年初报告，仅在德国去年

新注册的电动汽车就达到将近四十万辆。

而且趋势是增长的。到 2030 年，将有

七百万至一千万辆电动汽车奔驰在德国的

公路上。这给汽车行业带来了挑战——其

中包括汽车设计上的挑战。比如就通常的

散热格栅而言，它在电动汽车上已经不再

被需要了，对于许多品牌来说它已经变成

了汽车前区展现标志的重要平台，也就是

汽车的脸面。

“在此背景下我们 Leonhard Kurz 思
考了能在什么程度上创建一个封闭的且坚

固的表面，它一方面要传递品牌信息，另

一方面又能够与环境互动”，Leonhard 
Kurz 公司技术与创新管理项目工程师

Fabian Bürkel 介绍说。思考的结果就是

“标志性空间格栅”（题图）。这一设计

的成功由 2020 汽车品牌大赛中获得的汽

车前区 ABC Award 奖展现了出来。这家

来自中法兰肯地区 Fürth 市的企业以这个

3D 棱镜设计征服了评委们，它的生产采

用了非常高效的模内装饰技术，有着用聚

氨酯 (PUR) 制造的清澈的、自我修复的

表面。

现代化车辆上的未来主义设计
“该工件的结构借助现代化的且可定

制的 LED 技术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背光效

果，通过这种特殊结构就可以实现车辆与

其它道路使用者的沟通”，Bürkel 继续介

绍道。“同时，一些技术性元件就能够尽

可能地安装在光滑的、封闭的表面之下，

比如照相机和传感器，它们在未来主要是

对无人驾驶非常重要”，他补充说。

这个标志性空间格栅仅从形状上还能

让人回想起传统的散热格栅。抛开这一点，

这个也可以覆盖整个车辆前区的设计展现

了当代设计的全部可能性：可堆叠的、大

小不同的棱镜，它们可以强调光的反射、

创建三维的深度效果，这些还可以通过相

应的日 / 夜光设计使背光照明显得更加动

标志性空间格栅可以去适应电动汽车的设计。它可以通过不同的照明实
现与其它道路使用者的交流并且可根据使用者的愿望进行设置。© Ku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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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前挡板的导体轨道可以以不同的颜色发亮。
这产生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外观效果。© Kurz

图 2：这个获奖的设计由三层组成：PC 做的底层、只有 0.02 毫
米厚的 IMD 装饰膜中间层以及 PUR 做的覆盖层。© Kurz

态。“只要一打开背光——关键词是空正

面外观或者说遮羞技术——就展现了夜间

设计，并替代了比如指示灯。这里可以是

非常不同的照明情况，包括单侧的局部照

明及双侧的闪灯，而且还可使用不同的颜

色，如红色、绿色或橘色”，Leonhard 
Kurz 公司的资深设计师 Alisa Schäfer 介
绍说。以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实现无人

驾驶汽车与周围环境的个性化沟通——比

如双闪表示刹车，它告诉行人他现在可以

过马路。另一方面车辆可以更多地通过使

用多方面的技术为使用者实现其个性化需

求，比如像在车内播放的音乐可以以光学

方式投射到车外（图 1）。

在这里，标志性空间格栅的外观只不

过是许多设计可能性中的一个。“在此存

在着非常大的设计自由度”，Schäfer 强
调说。“许多不同的装饰都可以实施。

三维结构可以改变，当然也可以纳入

Logo”，她补充道。还可以对 PUR 层进

行染色，以达到不同的传递度和特殊设计

效果。这个送去 2020 汽车品牌大赛参选

的工件只是一个展示品，它向人们展示

了在未来所制造的表面有多么大的使用范

围。此外，它的使用不仅限于汽车工业：

比如通过工件的特殊结构以及设计上和材

料上的巨大自由度，可以将 Logo 嵌入一

只鞋里或者一台洗衣机的未来派面板中。

“通过这个新开发的生产工艺 IMD 
PUR 还可以实现多种多样的材料组合。

我们不受一种特定的热塑性塑料的限制，

也不受一种特定的表面装饰的限制”，

项目工程师 Fabian Bürkel 解释说。IMD 
PUR 涉及的是一种过程技术，它结合了

两种工艺中的最佳部分：模内装饰的设

计质量和设计多样性以及玻璃般清澈的外

观，PUR 涂覆层的高度的表面保护及自

修复的性能。

恰恰对于现代化的汽车而言，PUR

以其多种多样的性能特别适用。比如在无

人驾驶车辆上，就必须使用特定的材料，

它们可以让激光雷达和雷达光束穿透——

PUR 可以不受限制地具备这种功能。除

此之外，装在车辆中的照相机必须能够不

受任何负面影响地对周围环境完全感知，

通过多功能塑料的玻璃外观就可以做到。

另外，汽车外部区域的工件必须经受强烈

的外部影响，这就导致了对这些工件表面

的耐受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PUR
的自修复效应使这些工件非常受益。通过

压力和高热，比如在洗车房里就是这种气

氛，PUR 层中的微裂纹会再次愈合。

PUR作为外部件中的理想材料
标志性空间格栅的结构由三个局部

非常薄的层组成（图 2）：最下面一层

Leonhard Kurz 的团队使用了聚碳酸酯

(PC)，以便产生所希望的透明度。不过根

据所希望的设计也可以使用其它热塑性塑

料，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丙稀

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和 PC 与 ABS 的

混合物。大约为 0.02 毫米厚的中间层，

即 IMD 装饰膜层，是纯粹的漆包。最上

面是最终的 PUR 层。“这样的结构是

IMD PUR 生产工艺的标准结构。根据客

户的技术要求还可以在一定的框架内选择

最佳的经济的变化的层选项”，Bürkel 介
绍说。PUR 与热塑性塑料相比具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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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即层厚可以变化 0.5 毫米，以及还

可以表现超过 10 毫米的层。如果客户要

求有他们所希望的设计，那么就可以实施

第四层装饰层，它可以集成于 PC 的背面

并额外创造一种深度效果。以这样的方式

可以在工件的不同层面中融入设计元素、

图标或 Logo 等，这些可以在外观上做出

非常诱人的 3D 效果。

采用 IMD PUR 工艺的生产保证了高

效，因为可以在同一个模具（IMD PUR
滑台模具，制造商：Schöfer）中实施两

个过程步骤（图 3）。第一个步骤首先是

采用 IMD 工艺生产基础工件。在这个步

骤中，装饰层与塑料的射入步骤同步连接，

它之前是涂覆到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载体上的。紧接着进行第二个步骤，

即用 PUR 淹没所生产的 IMD 工件。装饰

层与 PUR 层之间的接合则由专门开发的

连接层，即面漆来保证，这种面漆是 IMD

转移涂层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两个过程步

骤也可以平行进行。不过此时需要使用采

用翻转板或立方体技术的旋叠模具工装技

术（图 4）。

相关的注塑模具可以在 Leonhard 
Kurz 集团下属的子公司 Schöfer 公司制

造。Schöfer 公司的先进技术主管 Markus 
Koppe 博士解释道：“滑台结构更多地是

为小批量生产而设计的。因为这种模具具

有成本相对低的优点，而且可以用在通常

的注塑机上。而立方体结构我们目前已经

达到了高性能等级。它非常适合大批量生

产，但是使用这种模具时必须使用专用的

注塑机。不过与之关联的高成本在大批量

生产时是可接受的。根据客户的要求就应

该决定，哪一种选项更适合且更经济。”

所有过程步骤出自一手
所有围绕生产汽车前区设计如标志

性空间格栅的其它工作阶段也都可以在

Kurz 企业集团中实现。比如 Burg Design
子公司在汽车工业中以生产高贵设计知

名，并且具有生产各种不同车辆上的内部

及外部组件的长期经验。

“Kurz 集团可以在所有步骤中与各

个子公司合作，从设计到应用开发和工艺

开发直至模具开发和制造的实施转化”，

项目工程师Fabian Bürkel介绍说。“当然，

在单一的过程步骤中我们也与外部的伙伴

IMD PUR 工艺优点一瞥

资源保护的、高效的生产过程

■ 可系列生产

■ 长寿命、可自修复的表面

■ 具有出色 3D 效果的非常大的设计

自由度

■ 可实现未来派的灯光方案

图 3：在“滑台模具”的模具结构中将顺序进行热
塑性塑料的注塑及用 PUR 进行溢流。© Kurz

图 4：在“旋叠模具”的模具结构中两个
过程步骤可以平行进行。© Kurz

进行合作，比如像注塑系统或聚氨酯混合

系统，以及与材料生产商合作”，他补充道。

流程简化及路径缩短
模具技术与工艺过程的齐进是一种协

同效应，它在相关的加工技术设备上扮演

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根据客户

愿望提供所谓的交钥匙解决方案，并以此

对过程技术的建立、样品工件、如果需要

的话还有第一批工件生产提供支持。作为

支持，Kurz 集团在过程及模具选择之前

提供全套服务，如可行性研究、几何形状

评估、设计调研和设计实施等。我们能够

通过 Schöfer 公司在二元技术领域里提供

系列支持，不过也常常以单一过程步骤中

的 know how 直接帮助客户”，Bürkel 介
绍道。

采用表现 IMD PUR 工艺的“一次注

射过程”不仅可以实施转化相关的设计，

它还回应了当前的经济挑战。由于气候保

护和可持续性越来越重要，人们需要能够

简化过程且消除不必要路径的工艺过程。

IMD PUR 工艺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www.kurz.de

关于作者
Lucie Mengel ist seit 2001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Coordinator 
bei Leonhard Kurz in Fü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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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调节的生产设备
大批量FVK工件的经济性生产

在 iComposite 4.0 研究项目框架内人们成功地将一个原型工件的成本降低
了超过 50%，流程时间缩短了 42%。这里的焦点是一种新的材料组合，它使
用了 3D 纤维注射及自适应成型。新开发工艺的局限在于控制技术。

在汽车轻结构中，偶尔会用到碳纤增强塑料 (CFK)，不过，

它还没有做到跨一大步进入大批量加工。碳纤增强塑料工件的

生产成本仍然太高了。于 2020 年底提交了总结报告的研究项目

iComposite 4.0 中，开发了一个全新的工艺。该名称是鉴于项

目的两个研究方向而选定的：一个是新的材料组合，另一个是

智能化过程。

总共有九家项目伙伴参与了建造和设计该加工单元（题图）。

这个生产系统是在一体化轻结构亚琛中心 (AZL) 与亚琛工业大

学的 IKV 研究所一起建造的。制造演示件的出发点对于研究人

员而言是传统树脂传递模塑 (RTM) 工艺的技术水平。经过与

iComposite 4.0 生产系统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哪些方案是可

以降低成本的（图 1）。

新生产系统在哪些地方可以省钱
要点概括：

■ 新的多材料设计：具有成本效益的初始材料，焦点放在玻璃纤

维替代碳纤维

■ 减少浪费：通过使用粗纱而不是卷的长玻璃纤维 3D 纤维注

射来实现；无需基于半成品的坯件生产（图 2）
■ 节约使用碳：碳纤维仅仅作为增强成分以只有几毫米宽的预

浸束的形式加以使用

■ HP-RTM：通过高反应性环氧树脂体系实现短周期时间

■ 减少废品：考虑实时波动的智能化的自调节过程

参照工件是一个壁厚为 2.15 毫米的车底板，它安装在一辆

英国跑车的发动机和乘员舱下面。它的结构必须要设计成即能

够承受正面撞击又能够经受高扭转刚度和座椅负荷。

一步步的 iComposite 4.0 系统
在由亚琛塑料加工研究所 (IKV)负责的第一个生产步骤中，

由一台机器人对玻璃纤维基础结构进行注塑。下一步采用由

AZL 和 CFK 供应商 Teijin Carbon 共同开发的算法进行个性化

拉伸强度的计算。然后根据计算由另一台机器人在一个特定的

工艺过程（来自西门子及 Broetje Automation Composites公司）

中铺设碳纤维，并因此找平工件性能的波动。最后的外观检验

在亚琛工业大学 AZL 中心为 iComposite 4.0 项目
建立的生产系统一瞥。©Campus GmbH/Moll

由一个 Apodius 公司提供的 3D 测量系统完成。

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合成纤维垫紧接着被注入树脂。它在由

Schuler 公司提供的液压机的高压下硬化并形成工件的最终形

状。在此也得到了模具技术专家 Frimo 公司的支持。为得到所

希望的壁厚，挤压机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模具的挠弯施加影响。

这样就可以从第一个工件开始生产好工件，废品减少了。至此

之前，纤维复合工件的生产商们利用碳纤垫作为初始材料，这

些碳纤垫在过程开始时借助连续预制坯被切割成形。这时候利

用率可能会降到 50%；也就是说将近半数的昂贵的碳纤维生产

商们根本就没有利用。而在 iComposite 4.0 系统中，所需要的

纤维可以以只有几毫米宽的预浸束的形式铺设并完全得到利用。

同时，流程时间也缩短了，产出量提高了。

内置的 ID-Systec 提供的 RFID 芯片保证了生产数据的可追

溯性。项目期间供货到亚琛工业大学 AZL 中心的加工生产线的

所有组成部分都是互相联网的。

总结性评估
特别是对于轻结构技术，长过程链及材料组合是日常的事，

对此质量控制回路的链接提供了使工件生产更稳健且因此更便



图 1：传统技术（左）与研究项目的对比
展现了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资料来源 : 

Schuler; 图片 : © Hanser

图 2：3D 纤维注塑时直接用粗纱实现接近最终轮廓的
坯形生产。资料来源 : IKV;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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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出色可能性。在 iComposite 4.0 项目中，人们找到了设计

这种前向式控制回路的方法并进行了实施转化（图 3）。这里

的关键是单个过程的组合，它们基本上建立在彼此基础之上，

一个后续过程能够知道先前过程步骤中的错误并进行补偿。在

这里，对工件结果属性做事先预测所用的工件数字化描述被用

来进行模拟和建模。借助目标值 / 实际值的对比，再结合关于

平衡功能的认知，就可以做到通过调整单一过程步骤而实现产

品功能的主动调整，比如在项目框架内通过对个性化工件上的

增强结构的调整得到了体现。

用纤维注塑工艺制造的工件基于其测得的性能特别是对于

冲撞负荷情况有着巨大的潜力。这一工艺过程可以灵活地且低

成本地生产工件，它们作为碰撞元件在汽车应用中很重要。通常，

纤维复合材料工件的开发是按顺序进行的：从选择材料开始，

接着进行设计 / 模拟，然后是进行生产及工件测试。在项目框

架内，通过将加工结果与 CAD 设计及模拟数据进行对比建立了

一个单一过程反馈链（“闭环”）。通过新的数字链就能够对

偏差进行定性并计算出相应的补救措施。由此就为自动化的且

可自调节的生产线控制创造了前提。对于纤维复合材料工件的

可持续性生产，将会对西门子的带有内置“闭环”的 NX-CAx
软件进行开发，而不是采用在项目中仍然使用的“线下”迭代

循环，并因此做到“线上”过程监视。RTM 工艺过程中的折弯

斜角线在项目框架内变得可自适了并在每一个生产周期内可变。

对厚度的影响可在车底板上得到示范性的证明。在这个展示件

上壁厚可以改变达 0.5 毫米，对于目标壁厚 2.15 毫米来说影响

非常大。自适应的折弯斜角线不仅限于使用这里所调查的工艺

过程（3D 纤维注塑），它也可以用到其它工艺过程上。

流程时间可缩短达 42%
iComposite 4.0 生产系统的流程时间根据设计的不同在

51.1 分钟到 41.4 分钟之间，因此比参照过程链的流程时间缩短

了 28.1 至 41.6%。由此，在所进行的计算的基础上可以说，与

参照工艺过程相比，单件成本可降低超过 60%，流程时间可缩

短达 42%。这些计算基于这样的场景：即假设用于计算补偿措

施的测量数据足够精准以及展示工件的生产是自动化进行的。

除了这些使用前向式控制循环而得到的大量潜力外，同时

还确认了若干所建立的控制环路的局限性。从抗弯强度、抗扭

强度和拉伸强度方面看，采用所开发的补偿算法并不能达到精

准的调控，因为对于三种特定的负荷工况拉伸、扭转和弯曲，

预浸束有不同的深度影响，它与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补偿需求并

不兼容。一旦一个单一值超出维度不能被容忍，就必须运用另

一个措施进行补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去除材料来缩减局部性

能，这个还需要进行讨论。此外，目标值的精准测取对于控制

也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在项目框架内不能将所有所遵循的方案实施转化，

项目伙伴们仍然对其做出了积极的评价。所开发的方法对于建

立一个前向式控制循环是适用的，特别是在多级过程链方面，

并且可以转用到其它过程链上并继续开发。自动化的、可自优

化的生产系统以及单件成本的降低和流程时间的缩短，展示了

FVK 工件的经济生产能够如何运作。

www.schulergroup.com
图 3：在研究项目框架内开发的生产方案

iComposite 4.0。资料来源 : AZL;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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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变白昼
ZKW集团为汽车工业生产创新性的光系统

不管是卤素、疝气、矩阵 LED、PixelLite 还是激光技术，LG 集团成员 ZKW 集团为汽车行业客
户生产优质的照明系统。为了能够无干扰地且持续高质量地进行生产，注塑加工就要设置得相应
稳健。在这里也使用了数百个 HB-Therm 控温器。

按照他们自己的公开展示，ZKW 集

团实际上是汽车中先进照明系统的代名

词。公司口号“聪明的头脑，明亮的灯光”

准确地描述了该企业为何专注于该领域：

致力于积累并汇集深厚的专业知识，以便

占据一个侠窄定义的生产领域并以此获得

一个在国际上响亮的名字。ZKW 以其对

照明系统的开发和生产完成了这个步骤，

他们的照明系统包括比如卤素、疝气、矩

阵 LED、Pixel-Lite 和激光头灯。在集团

的总部基地奥地利的 Wieselburg 及 ZKW
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还开发并生产用于这

些照明系统的模块。

ZKW 在 Wieselburg 总部的工艺工程

注塑部门的 Markus Benedikt 描述了企业

的愿景：“为全球汽车工业的所有移动方

案提供开创性的优质照明及电子系统。这

仅限于也许对于其它企业来说存在关键局

限性的狭窄定义的业务范围：这基本上是

我们成功的来源，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基

本专业知识也参与到汽车行业目前正在发

生的巨变中并塑造它。”

ZKW 集团除了在奥地利的总部和其

它基地外，还经营着在斯洛伐克、捷克

共和国、中国、南韩、印度、美国和墨

西哥的分支机构。Benedikt 对此继续介

绍说：“根据我们的在最重要增长市场

中跟上我们客户步伐的公司理念，多年

来 ZKW 有超过 95% 的产品从奥地利转

移到了世界各地。ZKW 在销售市场当地

进行生产。也就是我们在欧洲为欧洲生

产。”为了能够达到光学元件的高质量

标准，如适用于反光镜和透镜的标准，

该企业在注塑加工中非常注重稳定性、

高效的流程和特定的质量保证方案。相

应地，他们也非常认真仔细地选择生产

工具。

质量要求与在医疗技术领域中的一样

在 Wieselburg（下奥地利区）基地

的 187 500 平方米的可用面积上，他们为

许多国际大型汽车制造商生产大灯、雾灯、

日间行车灯及尾灯（题图）。生产是按照

相关的 ISO- 标准 9001、14001、45001
以及 IA TF 16949质量体系进行的。因此，

对生产过程的质量要求几乎与医疗技术领

域的要求一样高。

在 ZKW 的加工中主要使用工程热塑

性塑料，它们一方面要满足机械及热稳定

的高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出色的表

面质量。他们还使用了各种漆和涂覆层，

这些既具有功能上的利用，同样也用于

装饰。此外还使用液态硅橡胶（LSR）作

为进一步的材料，比如用来生产硅胶光学

元件。这些框架条件促使 ZKW 决定使用

HB-Therm AG 公司的控温仪器，因为只

有这样整个生产过程才能够像它的每一个

组成单元那样很好地运作，Benedikt 这
样说。

常年的合作
ZKW 与 HB-Therm 公司从 2005 年

起就进行合作。仅在 Wieselburg 基地，

如今就使用着 636 台这家来自瑞士 St. 
Gallen 的公司的控温设备，其中 27 台出

ZKW 即生产完整的照明系统，也生产所有必要的组成元件，
如散射镜和挡板或者相关的电子设备。© Z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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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速泵：零偏差下的

最高精度
在 Wieselburg 基地的技术人员们还

认为该系列的另一个指标也是特别亮眼

图 1：紧密的合作（右起）：ZKW 的工艺工程注塑部门的 Markus 
Benedikt、HB-Therm 在奥地利的代理 Luger 公司的 Wilhelm Aschauer

以及 HB-Therm 公司的区域经理 Marco Lammer。每台机器上有可多达
十台的 Thermo-5 控温器清楚且利索地排列在机器上。© HB-Therm

图 2：明确的描述：在一台带有 Eco-pump 泵的 Thermo-5 控温器的屏幕上即显示了目标值，
也显示了回流温度、流量以及每台控温器当前的节电及总共的节电（左）。用于进行功能优化

的值是在 Wieselburg 进行的挡板（右）系列加工的试生产中测取的。© ZKW

自系列 4，另外 609 台出自 Thermo-5 型

号（图1）。此外还根据需要使用流量计 (型
号 Flow-5)、清洗装置 (Clean-5) 以及用

于可变控温的开关单元 (Vario-5)。因此在

ZKW 总部基地完全使用的是 HB-Therm
的仪器。

特别是从报价及服务方面的反应速度

来看，ZKW的决策人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技术课题及问题短时间内就能得到答复，

信息及帮助都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并不仅

仅是等到 ZKW 的技术员发问。Markus 
Benedikt 就 此 说 道：“ HB-Therm 公

司、其在奥地利的位于 Purkersdorf 的代

理 Luger 公司以及我们已经合作很长时间

了。在这样的关系中，丰富的经验和全面

的专业知识让各方都非常受益。”

在 ZKW 的生产中始终如一的必要

加工精度体现出了相应的优势，正如

HB-Therm 的 Thermo-5 系列所展示的

那样。这些首先体现在非常精确的温度

控制过程，控制精度为 ±0.1 K——对

于像散射镜和透镜这样的光学元件来说

这是非常关键的，它们也要求非常精确

的尺寸精度。其它具有说服力的 ZKW

的技术解决方案有比如像带旁路和比例

阀的低钙化无蒸发的冷却系统、享有终

身保修的控温介质的间接加热器、通过

超声波的精准流量测量系统以及自解释

的操作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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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举例计算显示：允许双倍高的温差可以将流量从 7.4 升 / 分钟降低到 3.6 升 / 分钟。从中可
以得出每周节电 136 千瓦小时。这就意味着，当每千瓦小时的电价为 0.15 欧元时每周少花电费

20 欧元——而且这只是一台控温器的。资料来源 : HB-Therm; 图片 : © Hanser

之处，即该系列使用的调速泵。在这里

ZKW 给出的工艺规范是，保证所监视的

进流与回流温度之间的规定温差。控温

器上的监测模式设定在了“中挡”上，

并给出了最大允许温差为 2.5 k。这个 2.5 
k 在转速降低时也必须继续得到保证。

作为尝试件，他们生产了一个 ZKW 注

塑件“挡板”（图 2）。

采用一台常规控温器且额定转数为

每分钟 2850 转时的流量测量得到的结

果是，温差为大约 1.2 k 时的流量为 7.4 
升 / 分钟。借助 HB-Therm 的调速泵人

们在多个测试系列中一步步地将流量减

少，同时又严格遵守了 2.5 k 的（双倍的）

温差。结果明确显示，所需的最小流量

在转数降低到 1000 转 / 分钟时为 3.6 升

/分钟，这相当于流量缩减了超过一半（图

3）。Thermo-5 控温器的内部测量通过

在模具室内或者说型穴内利用传感器在

多个不同位置上对表面温度的测量验证

了上述结果。

制定全球标准
测量结果明确显示，调速泵在同样的

控温质量下并因此在工件生产中可以做到

大量地节约用电量。Markus Benedikt 认
为，Thermo-5 控温器中的 Eco-pump 泵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控温器的精度和质

量以及它的组件如泵和机壳，较其它而言

是出色的。在这些经验基础上我们表述了

全球标准。”当然，Benedikt 继续道，

转数调控可以节约能源，而就增压和冷却

方面而言它也很重要，它会对塑料工件的

表面产生影响。

大量节电而又不影响质量
在公司内部进行的对比测量中还显

示了，在其它系列产品上，如透镜和散射

镜，在保证生产的高标准不变的情况下也

可以大大地节能。在挡板的系列生产实

例中，平均节电为 0.8 千瓦。HB-Therm
公司对 ZKW 负责的区域销售经理 Marco 
Lammer 认为，“这刚一开始听起来好像

并没有什么。但是，使用带有 Eco-pump
的控温器会将这些加在一起。当人们想到

在一台注塑机上一般有二至十台控温器在

工作时，那么这时候的节约量无论如何也

不可忽视了。”

测量结果的总结读起来令人印象深刻：

■ 为了保证 2.5 k的温差，与HB-Therm标

准控温器相比流量可减少 3.8升 /分钟。

■ 100˚C 下每台控温器节电可达大约 0.8
千瓦。

■ 80˚C 时每台的节电大约为 0.4 千瓦。

■ 控温器的泵由于转数的减少而使磨损

降低，这对 PEEK 轮的维修区间产生

正面影响。

■ 根据 ZKW 与 HB-Therm 的共同测量，

最高水温为 160˚C 的 Thermo-5 控温

器的投资回报期仅为大约 1.2 年。

控温器的性能非常符合ZKW的愿景。

注塑专家 Benedikt 总结道：“在实施转

化之前我们会考虑，什么对全球汽车工业

的未来技术是重要的，比如像电动汽车或

者无人驾驶汽车等。”如此，将来装在大

灯里的传感器可以帮助避免撞车，或者无

人驾驶汽车可以动态地将斑马线投射到马

路上供行人使用。

只靠转数调节
ZKW的总结非常明确：该企业宣称，

将来在 Wieselburg 基地只会使用 HB-
Therm 的转数调节的控温器。通过技术

优势及无障碍的合作而取得的质量增益就

是成功的秘方，ZKW 与 HB-Therm 公司

的合作就以此为基础。其前途是光明的。

www.hb-therm.com

关于作者
Uwe Becker ist Inhaber des 
Redaktionsbüros 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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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家族中
Siebenwurst 和 HRSflow共同举办客户日

当一家模具制造商与一家热流道生产商一起共同出现在特定客户群面前并为一种特定技术做宣传
时，很明显，两家都想从中获益。人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个早已知名的技术还没有被广泛推广。

再次见面大家都非常兴奋：来自一

家汽车零部件供货商的三个工厂的采购

人员、模具专家和工艺技术员们在新冠

疫情之前是定期集会的，而在过去的三

个季度中却几乎没见面，现在他们再次

聚到了一起——当然每个人都有新冠检

测阴性的证明。这次聚会的原因是模具

制造商 Siebenwurst 公司与热流道生产

商 HRSflow 公司一道在宁静的 Altmühltal
共同举办了一个客户活动。在 Christian 
Karl Siebenwurst GmbH & Co. KG 公司

的总部所在地 Dietfurt，两家企业在五月

的第一周邀请了每家客户的代表参加了在

五个上午和下午举行的模具演示。

活动系列的主题是族群模具。

Siebenwurst 公司新德国地区的销售主管

Marc Binder 在与塑料杂志 的对话中介绍了

背景：“我们在市场中看到了一个明确的

趋势，即在一套模具中生产一个工件组。

原则上说这其实是对 OEM 们的成本压力的

回应，因为使用族群模具是一种高成本效

益的可能性，也就是把工件组的生产从多

台注塑机上集中到一台上，或者说让更大

合型力的机器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他也

介绍了与这家意大利热流道生产商合作的

原因：“HRSflow 公司采用伺服电动驱动

的针阀浇口系统 Flexflow Evo 做到了让以

前存在的在这些应用中的限制不存在了。”

结束了限制
HRSflow 公司在德国的大客户经理

Bernd Hilneder 接过话题说道：“在族群

模具中经常会生产成型件体积极其不同的

工件。在一次注射的加工中会出现通常的

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于采用传统方法控制

封闭针动作而产生的。”这些问题包括比

如平衡不足，这会导致工件产生不可接受

的变形。还会导致小型穴充型过度及大型

穴充型不足。这种偏见很难从人们的头脑

中消失，但是：“通过使用伺服电动驱动

图 1：一个侧门的三个非常不同的工件能够在一个模具中
以高品质加工完成，因为熔体的压力、流动速度和体积在
每一个型穴中可以做灵敏的调节。© HRSflow

图 2：Marc Binder（左）和 Bernd 
Hilneder 正在评估试验系列的结果。

© Hanser / C. Doriat

的针阀封闭技术可以分别控制每一个封闭

针的冲程、动作曲线和体积流量，由此我

们就能消除至今存在的尺寸、重量、壁厚

和体积上的局限性。”

这家热流道专业企业在经过多年的

增长后在 2020 年初第一次占据了汽车行

业的市场领导地位，在四月份他们因为

收购欧瑞康集团而上了新闻头条。而伺

服电动驱动针阀浇口系统是他们成功的

一个决定性因素。按照Hilneder的说法，

在全球售出的单元的数量已经突破了

1000 台的大关。它在汽车制造中的各种

应用包括保险杠、仪表盘和照明系统以

及越来越多的用于电动汽车的新产品组。

但是在客户名单中也出现了来自物流和

环境、家用及园艺等领域的名称。在电

动汽车领域里，Siebenwurst 公司也表现

出了强劲的增长，销售负责人 Binder 证
实道：“汽车工业正在发生重组。电动

汽车、轻结构和无人驾驶将成为主导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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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同时，OEM 们和 Tier-1 供货商们也

在寻找节约成本的道路。”

无论如何，在活动举办者这里，

人们被这种热流道系统的潜力所说服。

如 Marc Binder 所介绍的，这家已经有

124 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其约 40% 的营

业额来自模具及 OEM 服务，早在 2019
年就添置了一个自有的用于 16 个喷嘴

的 Flexflow 控制单元。以此就可以在他

们自有的合型力达 40 000 千牛的注塑

机上进行客户试生产，可尝试具有高表

面质量要求的工件以及背注塑及族群模

具。新注塑机是一台 KraussMaffei 公司

的 KM 2300/12000 MX 注塑机，合型力

为 23 000 千牛，它于 2021 年七月底将

在 Dietfurt 安装投产。这台注塑机的控制

系统中已经集成了 Flexflow 控制单元，

此外还具有化学及物理发泡功能。他们打

算以此来扩宽自己的能力范围并为系统提

供商们在工件生产的系列启动阶段提供帮

助，当然也不会成为自己客户的竞争者，

Binder 这样说。

新业务领域冲切用来进行
塑料工件的版本更新

在其它技术领域里，Siebenwurst 公
司也在扩展自己的业务。在模型制造领域，

该企业每年在 Dietfurt 基地创造约 4500

万欧元以及在 Zwickau 分厂创造约 1500
万欧元的营业额，现在又要补充一个新的

业务领域：对塑料工件进行冲切。“当涉

及到比如对工件的版本进行更新时，这个

后续过程就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Binder 解释说。根据情况，比如像是否

在一个车型的门或者座椅护板上安装一个

特定的功能元件，那么就决定了是否要为

此冲切一个开槽或者不冲切。Binder 还
提到了另一个举例是仪表盘，当客户预定

了带有平视显示器的模块时，就要将仪表

盘上的一个区域冲切掉。许多这样的工件

都可以在族群模具中生产——这里形成了

一个闭环。

在面向客户的展示活动上，HRSflow
公司还带来了一个新模具。在这个族群模

具中可以在一个步骤中同时生产一个车侧

门（题图）上的三个单独的工件，在三个

工件中加强筋是最小的一个，其填充体

积与门护板相比只有它的大约十分之一

（表格）。三个型穴总共连接了八个热

流道喷嘴（4+3+1）并安排了五个型腔压

力传感器（2+2+1）。活动举办人在一台

Demag Titan 1100 型号的机器（合型力

11 000 千牛）上以一个试验系列展示了

Flexflow-Evo 系统的效力。在第一个加工

周期中，用该模具在级联注塑工艺中在没

有打开 Flexflow 控制系统的情况下进行

了加工，在此可以说是模拟了一个标准液

压系统（针的打开 / 关闭）。每个单个喷

嘴的开启顺序是通过螺杆位置来决定的。

结果：这些工件，特别是集成于门上的装

物袋里的扬声器格栅和护板边框，填充不

完整，但是却在主要分离处出现了毛刺。

小加强筋则填充过度。

柔和的级联
在 第 二 个 周 期 中 人 们 打 开 了

Flexflow-Evo 系统。由于这时候每一个针

在开启和关闭阶段中的位置及冲程可互不

干扰地无级调节，就可以做到在整个注

射过程中局部地控制熔体的压力及流动速

度。这种精准的调节阻止了在小工件上的

过度填充及形成毛刺，并且还使所有型穴

能够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充满。而且，个性

化设置的喷嘴的开启场景还减少了通常与

级联相关的压力降低，并因此避免了普遍

担心的压力线和流痕。而且由于每一个喷

嘴在保压期间仍然能够分别地进行精准的

压力调节，因此甚至能够预见每一个型穴

中的工件收缩。结果是，在这个实例中尽

管各工件有着不同的尺寸，但仍然得到了

三个优质的工件。

有效地利用模具的
规模及合型力

从平衡的 Flexflow-Evo 过程中得到

图 3：模具的出件侧：左边是置物袋的型穴，上面是
细加强筋的，右边是门护板的。© Hanser / C. Doriat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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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件 门护板 置物袋 加强筋

尺寸[mm]

体积[cm3]

壁厚[mm]

636 x 495 x 152

560

2.3

194 x 585 x 113

338

2.4

400 x 50 x 46

58

3.0

表格：族群模具可以实现工件组的低成本的生产——即便单个
元件具有极其不同的形状和尺寸。来源 : HRSflow

的好工件据 Bernd Hilneder 介绍是采用

一个合型力为 6000 千牛且测得的模具

挠度为 0.04 毫米的模具生产的。与之相

比，当过程不采用平衡功能且合型力相

同时，传感器测得的挠度是 0.18 毫米。

这时候合型力就必须提高到 10 000 千牛

才能得到无毛刺的工件。由此，不仅是

高工件质量，还有经济性都成为使用伺

服电动驱动针阀浇口系统的理由。这反

过来又要求充分利用模具尺寸而生产多

个工件（如果该应用从本质上说是适合

这样做的话）。

最后为了进行对比还进行了第三个

周期的生产，期间对三个型穴从最大的开

始顺序进行填充并施以增压。不过这里得

到的工件质量并不理想，因为通过串行的

填充使注射阶段时间延长，最大的型穴，

也就是产生门板的型穴，会因此已经在冷

流道处焊封并因此部分地不再能进行后增

压。“对于某些情况，比如为了生产备件

而只需填充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型穴时，这

样做是行得通的。这时候人们只需要注意

滞留在系统中的塑料不能发生降解”，

Hilneder 说道。这就是说，根据塑料材料

的不同，人们应该对用不上的流道一再进

行冲洗。

当一个新产品组从启动生产开始直至

达到平衡的过程，据大客户经理介绍一般

只需要少数几个周期，如果之前对模具填

充进行过模拟的话。在 Dietfurt 基地人们

利用 Autodesk Moldflow Insight 软件对此

进行了演示——模拟结果可以直接传递给

Flexflow 控制系统。Hilneder 还强调了一

点：Flexflow-Evo 系统将水冷的发动机置

于热流道分流器之上并通过转动装置直接

地、可重复地驱动针阀。液压系统则与此

不同，它承受着液压油的黏度受温度的影

响以及反应时间受液压管道长度的影响这

样的事实。更不用提随着密封件的老化泄

露敏感性会增加等问题。

平衡 1 比 100 的重量差异
在一个发言中，Hilneder 在客户面前

对伺服电动驱动针阀浇口系统的各种操作

再一次做了总结，并例举了几个系列应用

的成功实例。比如一个皮卡结构件，该系

统可以应对重量差异巨大的工件，其中一

个工件重 1233 克，而另一个工件仅重 12
克。同样，一个防撞杠其上部件（3200克）

与下部件（2000 克）的 1.2 公斤的重量

图 5：关掉 Flexflow-Evo 系统时工
件的填充不充分，如这里在不完整
的门框和扬声器格栅上所看到的。

© Hanser / C. Doriat

图 6：Siebenwurst 公司早在
两年多前就购置了这个可管控

多达 16 个喷嘴的控制器。© 
Hanser / C. Doriat

图 7：除了生产用于加工工件组的模具
外，有机板的背注塑再结合金属置入
件及其它混合技术也是这家模具制造

商的核心竞争力。来源 : Siebenwurst

差也有着很大的重量上的差距。另一个可

观的举例是一个长 715 毫米、直径仅为 4
毫米的用 PMMA 制造的光导管，它是在

一个族群模具中以级联工艺注塑的四个工

件中的一个，其中另一个工件是一个 125 
x 60 x 3 毫米的板，而且不会因此而影响

光的折射。

并不总是必须采用级联工艺。早在几

年前，HRSflow 公司就以一个原型模具

演示了一个热流道解决方案，用于生产高

品质镀铬散热器格栅元件，在这里所有十

个喷嘴同时但又以不同的冲程开启。已经

尝试的还有进行敏感的、带有比如电容功

能的膜的背注塑。采用 Flexflow-Evo 技

术时，得益于均匀的、压力传播很小的熔

体流动前沿，可以可靠地避免薄膜或者说

集成传感器、灯或者触控元件受损——即

便此时不使用族群模具。

聚焦于工件组和混合技术
作为总共约有超过四十人参加的现

场演示日的结论，Marc Binder 认为是

极大的兴趣和与客户的深入讨论。他认

为，所展示的技术与 Siebenwurst 的产

品范围有很好的兼容性。“我们聚焦于

复杂的应用、装配工件组及混合技术领

域，也就是塑料与内高压成型、结构板、

有机板或天然纤维相结合”，销售负责

人说道。在这个领域里，Siebenwurst
公司被视为 know how 的载体。就族群

模具的新项目而言，对客户们来说是：

很高兴能再聚。

www.rohde-schwar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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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因素——外观
对诱人的表面及更高可持续性的愿望推动车辆内部
件材料的开发向前发展

尽管在过去几年中说了很多关于替代性的交通方案，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的愿望仍然很强烈。在此，
高价值且可持续的材料影响着终端客户的购买决定。因此，在汽车内室里就会使用新开发的聚合物。

正在转变的行驶行为及越来越多的

无人驾驶汽车改变了驾驶体验。车辆内

室的设计正在变成购买决定的一个关键

元素。特别是对高价值但又可持续的表

面的愿望在不断增强。由 Asahi Kasei 
Europe 公司及科隆的市场调查研究所

Skopos 于 2020 年十二月共同进行的

一个调查证实了这一发展。在“Asahi 
Kasei Europe 汽车内饰民意调查”中，

人们在国际汽车市场德国、美国、中国

及日本各询问了 500 名汽车驾驶者，了

解他们对汽车内饰的喜好。

希望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的愿望在

所有四个市场中都表现得很强烈。这种

愿望很可能由于新冠疫情更为加强了。

在所有被询问者中仅有 4% 的人可以想

象将来的生活中没有自己的汽车——而

有 71% 的人甚至打算购买一辆新车（图

1）。参与问卷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对某个

特定品牌的首选：大约有 50% 的人在选

择品牌时并不能做出决定。这种品牌忠

实度的降低反过来对汽车生产商意味着，

他们必须对他们的半数的客户在做购买

决定时重新证实自己。

几十年来汽车外部件都是购买汽车时

的决定性的情感因素。这种情绪化现在越

来越多地转移到了汽车内室上。还由于新

兴驱动技术和移动模式的支撑，使汽车内

室在外部件、燃料类型和燃料消耗之外成

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

高价值表面在

中国特别受欢迎
在内饰件中，表面材料扮演着一个主

要角色。作为汽车与使用者之间直接的衔

接点，汽车内饰的表面对视觉的吸引以及

对皮肤的触感必须是同等重要的。它决定

着汽车内乘员的感受并因此对整个驾驶体

验产生很大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了这一

点：德国被问卷者中的 40% 认为汽车中

高价值的表面很重要。中国和美国的汽车

使用者对这些表面甚至更为看重。中国被

问卷者中的 68.7% 以及美国被问卷者中

的 50.2% 认为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图

2）。当问到目前汽车中最大的干扰因素

时，每三个参与问卷者中就有一人给出的

答案是不舒服的气味，这里的 9.3% 明确

指出所谓的新车气味。还有 16% 认为刮

擦、13.3% 认为看上去磨损的表面是干扰

因素。热塑性塑料以其多种多样的性能恰

恰能够在这些课题上加分。除了诱人的设

计以及更高的表面耐久性外，它还通过材

料蒸发减少了排放。

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实例是 Asahi 
Kasei 公司开发的汽车内饰专用材料。

该企业目前以其 Leona-SG 系列提供了

一种部分芬芳族聚酰胺 (PA)，其中的玻

璃纤维成分为 40、50 或 60%。尽管玻

璃纤维成分如此之高，该材料在更短的

加工周期时间下仍然显示了非常好的表

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也可以得到诱人的表面设计。比
如 PP SoForm 就是这样。© Asahi Ka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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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质量及高光亮度。这样的表面是无需

额外的表面处理而得到的。该材料在受

制约的条件下也具有非常好的机械性能。

标准的 PA 66 在受潮状态下的拉伸模量

比干燥状态下恶劣 30%，而含有 50%
玻璃纤维增强成分的这种材料 SG105 则

保持了拉伸模量不变。除此之外，该材

料还具有比可比的半芳香族 PA 高 8%
的抗弯强度。与标准的 PA 66 相比甚至

高 25%。采用 SG 系列可以实现制造汽

车内室中的工件，它们即具有诱人的表

面外观，又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

除了 PA，聚甲醛 (POM) 也能够有助

于提升汽车内部空间的舒适度。像低摩擦、

高抗划伤性和良好的机械强度等性能使

POM 成为在汽车领域应用中很适用的材

料。作为全球唯一的均衡且共聚聚甲醛的

生产商，Asahi Kasei 公司开发了 Tenac
品牌名下的具有最低 VOC 排放等级的各

种选项。它们已经被用在座椅调节滑块、

使座椅舒适的腰部支撑以及安全带按钮

上。此外，该企业不久前还开发了一种低

VOC 选项，其中使用了铝碎片作为填充

成分。除了具有一种金属般外观外，它还

具有很高的耐刮擦性，同时还提高了车内

空气质量。

于 2020 年夏天推出的玻璃纤维增强

聚丙烯 (PP) 材料 SoForm 也同样提供了将

诱人表面设计与良好的耐用性相结合的可

能性（题图）。它具有一种非常好的表面

触感以及与竞争材料相比更高的耐用性。

此外与其它滑石增强热塑性弹性体 (TPE)
相比，它具有更好的耐划伤及耐刮擦性能。

除此之外它还有着非常好的哑光光泽及低

排放度。SoForm 在汽车行业中的应用领

域包括仪表盘、门护板及其它外露表面如

地图袋、控制台侧面、镜框和座椅装饰等。

此外，由于这种材料不必进行涂漆、包塑

或者发泡等处理，还可以节约成本。

出自聚酯和 PET
废料的超细纤维

可持续性话题目前占据着汽车工业的

注意力且更强地深入到了车辆使用者的意

识中。在 Asahi Kasei 的调查中，每两个

被问卷者中就有一位表示在购买下一辆车

时会更加注重可持续性——三分之一的人

甚至准备为环保型的汽车付更多的钱（图

3）。因此可持续性材料将更多地被用到

外露的内饰件上。

比如意大利企业 Miko 公司就展示了

出自再生聚酯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生产的超细纤维材料 Dinamica（图

4）。Miko 公司是美国 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 公司的子公司及 Asahi Kasei 集
团的一部分。这种材料主要作为表面材

料用在座椅和头枕、车顶内衬、门护板

和方向盘上。已经使用它们的有保时捷

的 Taycan、梅赛德斯奔驰的 AVTR 概念

车、大众的 ID.3 电动汽车还有奥迪的 Q2
车等。超细纤维中所含的再生聚酯来自从

T 恤衫、PET 瓶子和包装中获取的聚酯纤

维。通过对聚酯的再利用，与使用新生产

的石油基聚酯相比，能源消耗及碳排放可

减少约 80%。

可百分之百回收的材料
Dinamica 由三层组成，表层、中间

置入层和底层。生产时，这种材料将被浸

入一种水溶液中。中间置入层的两个表面

将吸附液体中悬浮的聚酯纤维。然后将利

用一种水基针刺工艺对其进行压实。这时

候超细纤维将被放到水 - 聚氨酯浸泡浴中

进行浸泡，这个浴液与通常的生产工艺不

同，它不含有对健康和环境有害的溶剂。

通过这个步骤纤维将被压实，这使它们具

有了弹性和耐受性。接着它们将被染色。

染色时使用的是中性无毒的染料。这种材

料是为易于处置而设计的，且可百分之百

地回收。

Miko 公司提供这种材料的两个选

项。Dinamica Auto 只由表层和底层两层

组成，出自再生聚酯。而该企业提供的

Dinamica Auto Pure 选项是一种内置层

也出自再生纤维的材料。生产 1 平方米的

Auto Pure 材料将使用 242 克再生 PET，
这相当于总重量的大约 73%——而在

Dinamica Auto 上这个部分大约为 45%。

通过回收料占比的提高，生产 Auto Pure
时将比生产标准版材料时少产生 3.1% 的

碳排放。这相当于每平方米少产生 181
克的碳排放。

www.asahi-kasei.cn

关于作者
Sebastian Schmidt ist Public 
Communication Representative bei 
Asahi Kasei Europe.

图 1：在所有地区，对新车的兴趣都
占最大部分。只有在德国才显示出
购买二手车的占比与新车的接近。

资料来源 : Asahi Kasei Europe 
Automotive Interior Survey 2020; 

图片 : © Hanser

图 2：汽车内室中的高价
值表面在美国和中国需求

最高。资料来源 :Asahi 
Kasei Europe Automotive 

Interior Survey 2020; 图片 : 
© Hanser

图 3：在中国，对更可持续车辆的
兴趣非常高。在那里有超过一半的
被问卷者也准备为此掏更多的钱。

资料来源 :Asahi Kasei Europe 
Automotive Interior Survey 2020; 

图片 : © Hanser

图 4：超细纤维材料 Dinamica
是从旧 T 恤衫和旧 PET 瓶等中

生产出来的。© M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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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何时会分解？
可生物降解塑料的聚合物概述

可生物降解塑料背后所含的想法是明显的：如果聚合物可生物降解的话，那么丢在环境中的塑料
垃圾自然会就地分解。可惜，在实践中并不是这样简单实施转化的。许多这些塑料只能在特定条
件下，有时候只能在工业堆肥设施中才能降解。因此，它们是否值得使用，总是取决于需求形态、
应用领域和所使用的聚合物：不同的可生物降解塑料及其性能的概述。

可生物降解塑料的概念包含了所有特

定的塑料，这些塑料可以通过天然存在的

微生物或真菌在二氧化碳 (CO2)、水或甲

烷、矿物盐及生物质中发生转换。生物降

解持续的时间取决于塑料的分子结构，而

且还受工件厚度的影响。受限于降解性对

环境条件的强烈依赖性，对于不同的栖息

地存在着对堆肥、土壤和水环境的不同的、

标准化的检测方法。

可生物降解塑料即可从可再生原料中

也可从化石原料中产生。鉴于不断增加的

垃圾问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生态系统的

破坏，在特定的应用中——比如在可耕地

上的农用薄膜或者化妆品应用中——用可

生物降解聚合物替代传统塑料就充满了意

义。从生态角度看，生物基塑料基于其对

化石资源的节省及减少碳排放，比出自化

石原料的塑料具有优势。特别是因为化石

基的可生物降解的塑料需要更高的初次能

源消耗来进行生产。

根据欧洲生物塑料协会 European 
Bioplastics 及 Nova 研究所的报告，2020
年全球共生产了 123 万吨可生物降解塑

料。相应于其非常低的生产能力，这种塑

料显示了比传统塑料明显长得多的供货时

间和高得多的价格。可生物降解塑料从经

济性上讲最重要的代表产品有：淀粉基塑

料、聚乳酸 (PLA)、聚羟基链烷酸酯 (PHA)、
聚丁二酸丁二醇脂 (PBS) 和聚己二酸对

苯二甲酸丁二醇脂 (PBAT)。

增稠剂使用的五种形式
在生物塑料领域里，增稠剂或者说淀

粉是以五种不同的方式使用的。它为其它

生物塑料提供原料，作为生物塑料中的填

充成分使用，以及用来生产淀粉基泡沫材

料、热塑性淀粉 (TPS) 和淀粉混合材料。

淀粉混合物是通过将 TPS 或化学改性的

或天然的淀粉与主要为化石基的且可生物

降解的聚酯混合而制成。根据产品及应用

的不同，淀粉的成分一般在 40% 至 60%
之间。

TPS 是通过在热及剪切力的作用下

用水和其它软化剂（例如甘油或山梨糖醇

等）将淀粉解构而产生的。加工温度处

于 150˚C 至 200˚C 之间。淀粉大分子的

极性及分子间强烈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

是，纯 TPS 除了具有较高的达 80˚C 的

玻璃化转变温度外，还显示了难于挤出

性、脆机械性能及亲水性。为了平衡非常

低的拉伸强度和高吸湿性，人们主要会使

用TPS与可生物降解聚酯的淀粉混合物。

这些混合物从商业上已经得到认可。这种

淀粉混合物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物理性

能和热性能。通过共聚物中种类及成分比

例的变化，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对淀粉混

在关于杯子和餐具等丢弃在环境中的一次性塑料产品的话题中，可
生物降解被一再提及。© Institut für Naturstofftechnik/B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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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的性能形态做出调整。TPS 即满足

在工业堆肥设备中的，也满足在土壤、淡

水和海水中的对生物降解性的要求，同样

在厌氧条件下也能够生物降解。

淀粉基塑料的主要应用在于包装工业

和餐饮业以及农业中。具有高淀粉成分的

淀粉混合物由于其高的水汽渗透率建议只

用在在干燥环境中使用的包装上以及非吸

湿性食物的包装上。淀粉基塑料还有少量

被用在卫生产品、纺织品和医疗产品上。

2020 年淀粉基塑料的生产量为 394 570
吨。其价格在 1.5 至 4.0 欧元 / 公斤之间，

这里，纯 TPS 比淀粉混合物便宜。淀粉

基塑料由 Agrana 淀粉厂、Rodenburg 
Biopolymers 公 司、Novamont 公 司 和

Biotec 公司等生产。

PLA：良好的机械性能
PLA 是一种非自然产生的、半结晶

的且生物相容的聚酯。这种塑料的基本组

成是乳酸，在工业上主要是借助开环聚合

反应聚合成 PLA。PLA 共聚物（L- 和 D-
丙交质）的性能根据立体化学成分而变化。

更高的外消旋纯度可以提高结晶度并因此

具有更好的性能。与传统的塑料一样，其

性能还额外受到分子量的影响。两个因素

的增加会使得它具有更高的强度、刚度、

玻璃化转变温度和熔化温度。

与其它大多数生物塑料不同，在无定

形状态下 PLA 显示了非常高的透明度，

而晶化聚乳酸则会显得浑浊。总的来说

PLA 有着非常高的拉伸强度（图 1）以及

很高的弹性模量（图 2），而且应变率也

非常低。在应用中的局限性来自于其极低

的只有 60˚C 的耐热性。这种生物塑料具

有良好的耐刮擦性、生物相容性和对油脂、

水及酒精的耐受性。PLA 的生物降解需

要相对高的温度，因此只满足工业可堆肥

性的要求。

PLA 被用在薄膜、包装、结构元件、

动力车辆零部件的生产中，还作为 3D
打印熔丝及在不同的医疗应用中使用。

从数量上讲，PLA 与淀粉混合物一道是

最重要的生物基塑料。根据 European 
Bioplastics 协会的介绍，2020 年共生产

了约 394 570 吨 PLA。其价格根据类型

的不同在采购数量较大时为 3.5 至 7 欧
元 / 公斤。目前基于强劲的需求供货时间

会较长。NatureWorks 公司有着最大的

PLA 生产能力。其它聚合物生产商还有

比如 Total Corbion 公司和 Toray 公司。

PHA：高可变性，
良好的可降解性

PHA 是从微生物，当然也可以从（转

基因）植物在缺乏重要营养物质作为储备

物质的条件下形成的，并且可高达 80%
存在于细胞中。PHA 是具有非常不同特

性形态的半结晶脂肪族聚酯。除了均聚物

外，还可以由微生物合成为共聚物。其物

理性能、机械性能和热性能的高度可变性

源于不同的聚合度、单体单元及其组成的

多样性以及不同的结构异构。

最知名的 PHA 是聚羟基丁酸酯

(PHB)。PHB 均聚物显示了高结晶度和高

刚度，但也显示了非常脆的断裂行为。它

在应用中及热加工中的缺点来自于材料的

脆性、较慢的结晶速度以及熔化温度区与

分解温度之间较小的差异。PHB 的这些

消极方面将通过化学物理改性、与其它生

物聚合物共混或者与 PHA 单体进行共聚

而减小。PHA 或者说 PHA 共聚物侧链的

加长会导致结晶度、玻璃化转变温度及熔

点温度的降低，也带来更韧的材料性能。

与其它生物基塑料及可生物降解塑料

相比，PHA 除了具有生物相容性外还具

有更高耐热性的优点。它具有非常好的工

业可堆肥性，并且满足在土壤、淡水和海

水中生物降解的要求。

PHA 被用在医疗技术、农业、化妆

品及卫生领域中并用在技术性应用上。根

据聚合物种类、质量和采购数量的不同，

其价格在 10 至 25 欧元 / 公斤之间。与其

它生物塑料相比明显要高的价格是因为高

原料价格、发酵过程以及 PHA 和生物质

的纯化。此外，在过去几年里由于需求的

增长或者说过低的生产能力也使价格大幅

上涨。根据 European Bioplastics 的市场

数据，2020 年的产量大约为 35 900 吨。

PHA 的生产商主要有 TianAn Biopolymer

图 1：不同的可生物降解塑料的拉伸强度与聚烯烃的对
比：PLA 超过了所有其它聚合物。资料来源 : Institut für 

Naturstofftechnik/BOKU; 图片 : © Hanser

图 2：不同塑料的弹性模量：PLA 和 PHA 比
其它有着更高的值。资料来源 : Institut für 

Naturstofftechnik/BOKU;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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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比利时的 Kaneka 公司及 Biomer
公司。

PBS 是一种脂肪族聚酯，它是由单

体琥珀酸和 1.4- 丁二醇在两个阶段的缩

聚过程中合成的。通过加入少量的异氰酸

酯，PBS 的断裂延伸率可以达到聚烯烃

的延伸率值。无论是琥铂酸还是 1.4- 丁
二醇，现在都可以从可再生的原料中合成。

到目前为止，只有 50% 的基于生物基琥

铂酸的生物基 PBS 类型可以商购。

PBS：与 PE 一样的
机械性能

PBS 是一种最大结晶度为 45% 的半

结晶塑料。它的机械特性值与聚乙烯 (PE)
的相当（图 1、2 和 3）。其玻璃化转变

温度大约为 -30˚C，熔化温度在 110 至

120˚C 之间，满足工业堆肥的标准。它在

水环境中的降解非常缓慢。在厌氧条件下

PBS 不会发生降解。

PBS 主要作为地膜和包装使用，并

用在纺织品和餐饮业产品中，并在过去几

年里越来越多地被用在医疗技术性的应用

中。2020 年的产量大约为 86 500 吨。

其价格根据类型和采购量而变化，在 6 至

11 欧元 / 公斤之间波动。大型生产商主要

是三菱化工欧洲公司及 Tunhe 公司。

PBAT：具有更高柔
韧性的 PE 的替代物

PBAT 是一种脂肪族 - 芳香族聚酯，

它是从单体已二酸、丁二醇和对苯二甲酸

中生产的。其聚合反应过程与石油化工酯

如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和聚对

苯二甲酸丁二醇脂 (PBT) 的相当。对于

PBAT 的合成，人们使用了石化原料。自

2009 年以来，BASF 公司除该产品外还

销售一种基于 PBAT 和 PLA 的部分生物

基的可生物降解产品。

由于其非常高的柔韧性及低刚性，

PBAT 具有与 PE-LD（PE 低密度）相似的

特性。该塑料的熔化温度为 115˚C，耐热性

为大约 230 ˚C。PBAT具有良好的工业可堆

肥性及在土壤中的可降解性。在淡水和海

水中该聚合物的降解非常缓慢。所以它不

具备在这种环境中的符合标准的可降解性。

PBAT 主要用在地膜、包装、PE 短寿命

产品的替代物上以及用于生产各种不同的

生物塑料混合物。2020 年大约生产了 285 
000 吨 PBAT。其价格在 3.5 至 5.5 欧元 /
公斤之间。PBAT的知名生产商有 BASF和

Jinhui Zhaolong High Technology公司。

结论
商业采购的可生物降解塑料一般都具

有在传统加工工艺中与普通塑料可比的加

工性能。但是有几个因素是需要考虑的。

上面介绍的塑料主要涉及那些聚酯或聚酯

混合物，它们为避免水解必须进行预干燥

以及在复合制备过程中进行主动脱气。为

了避免聚合物的热损，应该根据生产要求

选择温度曲线。通过高剪切力可能会造成

聚合物链的进一步破坏。比如在 PHB 和

PBS 中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8]。在

设计模具时，有时候需要考虑可高达 2%
的高收缩尺寸。这样的收缩可以通过使用

天然填充成分的增强而明显减小。

可生物降解塑料就机械性能而言可覆

盖聚烯烃的跨度。在这里 PBS 和 PBAT
与聚丙烯 (PP) 的及 PE 的最相近。就刚

度和柔韧性而言，有时候非常不同的性能

形态甚至可通过不同的混合而能够更容易

地设置所希望的性能。与传统塑料相比，

可生物降解聚合物具有更为稀缺的可用性

及更高的价格，在过去几年中价格又有明

显的提高。它们的使用在若干应用中是充

满意义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在堆肥、

土壤、淡水和海水中的不同的可降解性。

www.polymerwerkstat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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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可生物降解塑料的缺口冲击强度与聚烯烃的对比：PBS 及淀
粉混合物与聚烯烃一样具有较大的值范围。资料来源 : Institut für 

Naturstofftechnik/BOKU;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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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合作表现更佳
添加剂的组合改善了可生物降解塑料的性能及加工性

可生物降解聚合物的加工比较困难。合适的添加剂可以使它们的加工变得容易并可改善聚合物的
材料性能。两种这样的添加材料的组合可以承诺更好的结果：共同混入聚酯中效果会更明显。

鉴于塑料垃圾带来的问题在不断增

加，对可生物降解塑料的兴趣也在增加。

最终，生物降解在塑料的循环经济框架内

也代表了一个充满意义的寿命终止选项。

行业协会 European Bioplastics 预期，在

今后几年内生产这种塑料的全球生产能力

将会大大扩充，特别是生产可生物降解聚

酯的能力。不过，它们的应用可能性目前

还存在局限性。它们的性能形态还达不到

复合制备商、塑料加工商及消费者所习惯

的传统热塑性塑料的性能形态。除此之外

它们还难于加工。这两个弱势要靠复合制

备来补偿。

就可生物降解聚酯的改性而言，基

于聚醋酸乙烯酯的聚合有机添加剂已被

证实是成熟的。比如像 Wacker 公司就以

Vinnex 产品名提供这种添加剂，并且与

这些聚酯的极性精确匹配。基于由此而实

现的可兼容性，它们是非常有效的。在塑

料行业知名的还有化工集团的硅基添加剂

Vinnex 2525 添加剂提高了 PLA 的熔体强度并由此实
现了稳定的吹膜挤出及恒定的薄膜厚度。© Wacker

Genioplast Pellet，它非常适合用于热塑

性塑料的复合制备。这种添加剂可以降低

摩擦效应、作为加工助剂起作用并改善塑

料的性能。

Wacker 公司的应用工程师们现在在

一项调研中检验了两种添加剂系统的组合

使用会如何影响可生物降解聚酯的加工性

能及材料性能。对于试验，他们选择了具

代表性的聚乳酸 (PLA) 和石灰填充聚丁二

酸丁二醇脂 (PBS)。这样就能够借助一种

未填充聚合物及一种填充聚合物观察研究

添加剂的效果。

测试可生物降解
聚酯 PLA 和 PBS

这两种生物聚酯的两个市售标准类型

是作为聚合物基质使用的：Nature Works
公司提供的 PLA 材料 Ingeo Biopolymer 
4043 D 以及生产商 PTT MCC Biochem
公司的 PBS 材料 BioPBS FZ 91 PM。两

种聚酯都是半结晶材料，是从可再生原料

中生产的，并由生产商为薄膜的生产进行

了优化。PLA 作为一种刚性的耐拉伸的

材料而知名，它非常脆也容易断裂，而且

只具有很低的耐热性。其较高的熔体黏度

及较低的熔体强度使它难于进行热塑性加

工。它的缺点还有晶化速度较慢，这就是

为什么 PLA 产品通过迟滞的晶化会变得

更脆的原因。

而 PBS 的机械性能则更加接近聚烯

烃的。与 PLA 不同，它是一种具有高抗

拉强度的柔韧的韧性材料。PBS 以其相

对高的结晶度而达到了较高的耐热性。可

惜，它同样也因为较低的晶化速度而导致

了滞后结晶。

四种被调研的添加剂
在研究中，作为添加剂人们选择了

Vinnex 2504、Vinnex 2525、Genioplast 
Pellet S 和 Genioplast Pellet P Plus。
Vinnex 2504 是一种醋酸乙烯酯 - 乙烯共

聚物，在试验中作为 Vinnex 产品系列的

粉末状类型的代表。复合制备商们利用这

种添加剂主要是为了将软元素带入塑料基

体中。Vinnex 2525 是一种以颗粒形式提

供的聚合物树脂，它是一种聚醋酸乙烯酯

均聚物。它作为加工助剂使用，能改善流

动性、提高熔体强度并减少半结晶聚酯的

滞后结晶。Genioplast Pellet P Plus 获得

了食品接触许可。Genioplast Pellet S 则

主要是为了技术性应用而考虑的。在技术

特性方面它们没有显著的区别。因此后面

不会再对两种添加剂做区别描述。

生物聚酯是在一台由 KraussMaffei
公司制造的 Berstorff ZE-25 型号的双螺

杆挤出机上复合制备的。这些混合物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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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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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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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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Vinnex 与 Genioplast Pellet 的组合明显提高了填充 PBS
的熔体体积流动速率。资料来源 : Wacker; 图片 : © Hanser

图 2：在石灰填充 PBS 做的测试板上对划痕进行检查（图中划痕深度 z，
图像中的划痕轮廓）：相较于不使用添加剂的（左）和仅使用 Vinnex 

2525 添加剂的（中）化合物，在添加了 Vinnex 及 Genioplast 的化合物（右）
上，划痕明显更为平缓且不太粗糙。资料来源 : Wacker; 图片 : © Hanser

出机在生产填充PBS化合物时所需要的，

并且会导致较低的电量消耗。所观察到的

效果虽然比较小，但是在更大的设备规模

中却可能会得到显著的财力上的节约。

熔化了的化合物的流动行为将根据

符合 DIN EN ISO 1133 标准的熔体体积

流量以及一个流动螺旋测试进行检验。在

流动螺旋测试中，两个添加剂系统组合的

添加剂显示了较长的流动路径。加入组合

添加剂通常也会明显提高熔体体积流动速

率，在此与 Vinnex 2504 的组合对熔体流

动性的影响有着特别的优势（图 1）。

在 加 入 Vinnex 之 外，Genioplast 
Pellet 主要是对材料性能产生影响。影响

特别大的是材料的表面质量。比如 Vinnex
添加剂独立使用时并不能改善聚酯的表面

粗糙度。只有当也加入 Genioplast 时才

会降低摩擦效应。由此，即在 PLA 上，

也在填充了石灰的 PBS 上，都实现了将

滑动摩擦系数降到了 0.3 以下，正如塑料

加工商在许多应用中所要求的那样。在

PLA 上是通过 Vinnex 2504 与 Genioplast 
Pellet 的组合做到的。在填充 PBS 上则通

过 Vinnex 2525 与 Genioplast Pellet 的组

合使用来达到目的。

降低表面摩擦的结果是生物聚酯具有

了更高的耐磨及耐刮擦性能。在摩擦计测

试中对耐磨性的目测评估以及在根据 DIN 
53754 标准的摩擦轮法中进行的重差测

定都证实了这一点。在共聚焦显微镜中检

查刮擦痕时能特别明显地看到减少摩擦的

效果，这个划痕是利用一台划痕硬度测试

仪（型号 430 P-I，制造商 Erichsen）在

一个光滑的注塑成型测试板上产生的：采

用 Genioplast Pellet 时产生的划痕会比较

浅，划痕轮廓变得更为平滑，划痕内的表

面不那么粗糙。添加剂用量为 2% 时这种

效果表现得特别明显（图 2）。

纵向还是横向上的改善？
在机械性能方面，在调查中显示了不

一致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两种添加剂

类型的组合带来了改善，而在另一些情况

下则不然。效果与所使用的 Vinnex 类型

制粒并加工成试件体——注塑成型的测试

板、流动螺旋体、吹膜和压板，它们都按

照工业标准进行了检验并加以评价。作

为参照物，人们使用了未加添加剂的可

生物降解聚酯。它们是以同样的方式进

行加工的。为了生产有使用添加剂的复合

物，聚酯中或者加入两个 Vinnex 类型中

的一个，或者加入由一种 Vinnex 类型与

Genioplast Pellet 结合的添加剂。PLA 基

的化合物总是未填充的，而 PBS 基的则

含有 15% 的白垩。

硅添加剂可降低
加工过程中的电耗成本

在复合制备填充 PBS 化合物时，加

入减少摩擦的硅胶粒会降低扭矩，这是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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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添加剂组合仅略微降低了石灰填充 PBS 的软化点。
资料来源 : Wacker; 图片 : © Hanser

für die Geschäftsentwicklung der 
Produktgruppen Vinnex und Nexiva 
zuständig.
Oliver Fuhrmann ist bei Wacker im 
Geschäftsbereich Silicones als Senior 
Technical Manager Plastics für die 
Produktlinie Genioplast Performance 
Additives zuständig.
Karl Weber ist Senior Technical Manager 
im Geschäftsbereich Polymers bei 
Wacker; karl.

图 3：Vinnex 2504 与 Genioplast Pellet 的组合使用提高了 PLA 吹塑膜的
抗撕裂性，且既在纵向上也在横向上，而 Vinnex 2525 与 Genioplast Pellet

的组合使用仅在横向上提高。资料来源 : Wacker; 图片 : © Hanser

相关，且因聚酯基体而异。比如在石灰填

充的 PBS 上组合使用两种类型的添加剂

可以得到更高的断裂延伸率，而在未填充

的 PLA 上断裂延伸率则几乎保持不变。

Vinnex 2504 如预期的那样可作为

冲击韧性改性剂在 PLA 上起作用，而

Vinnex 2525 则 不 能。Vinnex 2504 与

Genioplast Pellet 的组合可提高 PLA 吹塑

膜的抗撕裂性，并且既在纵向上也在横向

上。但是与 Vinnex 2525 组合时则在横向

上得到更强的改善（图 3）。薄膜的抗撕

裂性是根据 Graves (DIN 53525) 标准在

角试件上测取的。机械性能得到了改善，

而添加剂的使用没有使耐热性变坏。根据

DIN EN ISO 306（方法 A 和 B）标准测

定的维卡软化点（图 4）证实了这一点。

总结
调 查 显 示，Vinnex 与 Genioplast 

Pellet 所产生的影响能够互补，并且组合

使用时比单独使用时效果更为明显。可生

物降解聚酯的加工性能及材料性能都能够

通过使用组合添加剂而得到明显改善。特

别是在生产吹塑膜时，两种添加剂系统的

组合使用特别有用。这时候，Vinnex 提

高了熔体的流动性和强度，而 Genioplast 
Pellet 通过降低表面摩擦而提高了抽拉和

打卷速度。

总的来说，在添加剂组合中 Vinnex
主要影响聚合物熔体的行为，并由此影响

加工性能，这里在许多情况下对所使用的

类型的选择对所取得的效果有着很大的

影响。在使用 Vinnex 之外，Genioplast 
Pellet 主要改变材料性能。它改善了可生

物降解聚酯的表面性能，而不用在表面上

覆盖液体润滑膜。总的来说使用添加剂的

作用在填充聚合物系统上比在未填充聚合

物系统上要更为明显。

两种添加剂系统的组合有助于为可生

物降解聚酯开辟更多的应用。相对于传统

热塑性塑料的加工上的及性能上的缺点，

通过添加剂组合使用可以明显减少，而这

些缺点至今给这些聚合物的使用带来了局

限性。在通常的用量下并依据相关的系

统，两种添加剂都不会损害聚合物的可降

解性，比如像 PBS、PLA 和热塑性淀粉

以及这些可生物降解聚合物的组合材料。

www.wacker.com

关于作者
Dr. Lada Bemert arbeitet als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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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chäftsbereich Polymers weltw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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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出更高的可持续性
生物泡沫的材料概览

生物泡沫结合了生物塑料及聚合物发泡的优点。不过，目前究竟有哪些塑
料及发泡工艺可供它们的生产所用呢？这里是生物泡沫目前状况的概览。

生物泡沫是出自生物塑料的聚合物

泡沫材料。不过，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生物塑料这个概念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

义，因此它囊括了很宽范围的材料。属

于这个材料组的既有石油基的也有生物

基的塑料，只要它是可生物降解的；还

有以可再生原料为基础的塑料，但它们

并不可生物降解。石油基可生物降解塑

料有聚乙烯醇或聚己内酯等。生物基塑

料的原料可包括淀粉、糖、纤维素、蛋

白质或木质素等。现在也越来越多地使

用了所谓的插入式解决方案。这些解决

方案在生产中将使用可再生原料代替石

油基原料，比如用生物聚乙烯 (PE) 或生

物聚丙烯 (PP) 做替代，由此产生与通常

聚烯烃性能相近的生物塑料。

从大约 2008 年开始，人们对生物塑

料的兴趣越来越大。通过使用性能的改善，

已经有第一批生物聚合物被用在技术性应

用中，比如用在汽车和纺织行业中。这在

当前的市场数字中也得到了反映。2013
年时全世界的生物塑料的生产能力还只有

160 万吨 / 年，而 2018 年就已经达到了

210 万吨 / 年。据预测，这个生产能力到

2023 年将增加到 230 万吨 / 年。生产能

力的增长会使生物塑料的市场价格逐步降

低。这可能会使企业对使用生物塑料的意

愿更高。

根据 DIN 7726 标准，聚合物泡沫的

定义是这样的：“泡沫材料是一种在整个

质量中分布着开放的、封闭的或两者兼而

有之的细胞的材料，其体积密度 […] 低于

框架物质。”一种塑料可以以不同的方式

被发泡，比如通过泡沫挤出、泡沫注塑成

型、颗粒泡沫工艺或聚氨酯泡沫工艺等。

在此会产生不同的泡沫结构和密度。

更轻的重量和降低的资源
消耗

材料发泡可以带来许多优势。泡沫的

低密度可以大大降低工件的重量并节约了

原料。比如致密型聚苯乙烯 (PS) 的密度

约为 1050 kg/m³。这样，用 1 公斤 PS 可

以生产出 1 米长的尺寸为 1 cm x 10 cm

（高 x 宽）的矩形致密型材。通过将密度

降低到 500 kg/m³ 就可以生产出 2 米长的

这样的型材，而且重量减半。如果通过材

料发泡使密度降低到 100 kg/m³，那么投

入同样数量的原料甚至可以生产出 10 米

长的这样的型材。那么型材的每 1 米的重

量就从致密材料时的 1 公斤降低到了泡沫

材料的 0.1 公斤。聚合物泡沫具有良好的

重量比机械性能，而且还具有非常好的绝

缘性能。由此，通过使用聚合物泡沫可以

明显提高资源效益并创造了更好的生命周

期评估。

对生物泡沫的兴趣在增加
颗粒泡沫的使用是多方面的。比如它

可以作为技术成型件、冷却和运输包装、

高品质成型件用在汽车工业中，以及作为

产品用在建筑业中，比如绝缘板。采用发

泡挤出可以生产出比如像瓶子、碗、型材、

吹板和吹膜以及各种各样的板材和泡沫芯

管等。聚氨酯 (PUR) 泡沫主要用在建筑

行业中，比如用于密封、作为绝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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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家具和床垫等。

生物泡沫综合了聚合物泡沫与生物塑料的优点，并因此是

多种多样的。不管生物泡沫是可生物降解的，还是仅作为插入

式解决方案而起作用，无论如何有限的化石原料来源都得到了

保护。如果生物泡沫具有可生物降解性，那么就又具有了一种

可能性，即对产生的垃圾进行再生利用。如果生物泡沫流落到

环境中，那么预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垃圾会生物降解。而当表

面积较大而同时厚度较薄时，这种降解更会加速发生。由此就

可能会使微塑料的形成得到遏制。

对生物泡沫的兴趣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增加。比如像在网

上的关于这个话题的可视资料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就显示了这一

点。在谷歌学术上搜索“生物泡沫”的话，自 2010 年起得到

的搜索结果的数量明显增加了（图 1）。这种兴趣的明显增加

是从 2017 年开始的。这肯定也与越来越多的关于回收利用和

微塑料的讨论有关。对当前的和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的概述显

示了在公共研究领域中的生物泡沫课题的多样性。

在一个于 2019 年十月启动的为期两年的研究项目中，位

于 Würzburg 市的 SKZ 中心与 Bayreuth 大学的高分子材料系

教职员工一道共同开发了 100% 生物基的聚合物泡沫 WPC（木

塑复合材料）配方及与之相关的泡沫挤出工艺（图 2）。该研

究项目的目标是开发基于生物 PE 及聚乳酸 (PLA) 的 WPC 泡

沫板。其木质成分的重量占比应当在 30 至 60% 之间。WPC
泡沫型材的密度要降低到 500 至 800 kg/m³，这与刨花板及纤

维板的水平相当。

完全出自生物基泡沫的 WPC 板
为此需要生产基于生物基聚合物的 WPC 化合物，其可发

泡性紧接着将通过在高压釜中进行批次发泡试验得到确定。最

终将对合适的化合物在一个连续挤出工艺过程中加工成致密板

图 1：在谷歌学术上搜索“生物泡沫”时得到
的结果：从 2017 年开始搜索结果的数量明显上

升。资料来源 : SKZ;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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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物理发泡的泡沫板。这些板具有按比

例缩放的轮廓表面。在项目成功结束后，

生物基 WPC 泡沫板基于其自然的外观和

触感以及它的绝缘性能将被用在家具制造

中以及作为轻结构半成品用在建筑领域

里。在项目中开发的 WPC 板既保护资源

又利于环保。

泡沫材料经常只用在短寿命的包装

上。PLA 是一种可生物降解的同时又是

生物基的塑料。因此 PLA 非常适合通过

生物泡沫取代传统的聚合物泡沫。这就出

现了一种处理所产生的包装垃圾的新的处

置可能性，化石原料来源将因此得到保

护。不过，PLA 具有较低的熔体刚度、

较慢的结晶动力学，而且容易水解降解。

这给挤出发泡生产明显造成了困难。为了

使 PLA 在挤出过程中能够发泡，就必须

对其进行改性。这方面在公共资助的项目

中已经有成功的研究。化学改性剂如环氧

树脂和过氧化物等、它们在熔体中的反应

作用导致的扩链、链支化及交联，这些都

可以使分子链增高。这样就能提高 PLA
的熔体刚度并因此实现了在挤出过程中的

可发泡性。

使 CA 适合发泡工艺
除了 PLA，醋酸纤维素 (CA) 也是

图 2：SKZ 与企业 Langmatz 公司一道共同研究 WPC 化合物的发
泡（左侧的泡沫结构）。为此他们开发了一个物理泡沫挤出工艺。

这种泡沫可以用在比如线缆井组件上（右）。© Langmatz

一种很有前途的生物塑料，它是生物基

的且可生物降解。CA 具有与 PS 可比的

性能。不过这种聚合物的挤出发泡生产

也面临着若干挑战，因为 CA 具有强烈

的吸水倾向。基于这个原因，如果预烘

干不足的话，就会在挤出过程中发生水

解分解。尽管如此，在一个公共资助项

目中仍然成功地挤出了发泡型材。这个

型材的缺点是相对差的表面质量。为了

改善其表面质量，人们因此一方面使用

了化学共推助剂，另一方面让发泡型材

在离开模具后穿过一个外部接触冷却装

置。此外，通过推助剂的变化还可以改

善挤出行为以及提高细胞密度。

另一个 CA 发泡的研究致力于从用于

技术性应用的材料中生产泡沫材料，如绝

缘板。不过，作为绝缘板使用时，复合物

的配方必须要优化，因为绝缘板必须通过

防火测试。因此就必须在化合物中添加无

卤阻燃剂。不过这种阻燃剂的添加即会影

响到 CA 的加工，也会影响到它的发泡行

为。在此使用混合推助剂就可以实现低密

度绝缘板的生产。

另外还有一些公共资助的研究工作

是开发淀粉基的颗粒泡沫以及从中生产

成型件。这个分两级的工艺是由可膨胀

颗粒的生产以及在成型模具中的发泡组

成。在项目中，既不是通过暴露于蒸汽

中也不是通过暴露于热空气中就生产出

了致密填充的成型件。另一方面事实证

明，使用加热压板机适用于制造紧凑的、

均匀发泡的成型件。

工业界提供了哪些生物泡沫?
基于可再生原料的颗粒泡沫已经是工

业中的成熟产品。比如瑞典企业 Bewi 公
司的 BioFoam，BASF 公司的 Ecovio EA 
、Elastoflex E 以及 Styropor BMB（图 3）

图 4：意大利企业 L’Isolante 公司利用 Neopor 
BMB 制造绝缘板，用来进行建筑物保温。通过使用
可再生原料，这种生物泡沫比传统的 Neopor 材料

有着低 90% 的碳足迹。© BASF

图 3：生物基 EPS Styropor BMB 被用在
Schaumaplast 制造的控温冷藏箱上。这种冷藏箱
被用来运输比如像新冠疫苗等。© Schaumap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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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Neopor BMB（图 4），这些都是相适

合的产品。BioFoam 是一种基于 PLA 的

颗粒泡沫，因此是可生物降解的。该材料

具有与膨胀 PS (EPS) 可比的性能。这种

生物基的颗粒泡沫拥有一个食品许可和不

同的认证，其中包括摇篮到摇篮（Cradle 
to Cradle）认证。它是于 2012 年进入市

场的。BioFoam 的应用包括绝缘板、用

于医疗及药品行业的运输箱、基板盒、用

于隔热的绝缘壳和模制件。

Ecovio EA 是一种经过认证的可堆

肥可膨胀粒料，具有高达约 85% 的生

物基原料成分。它可以在传统机器上进

行加工并拥有欧盟内的食品接触许可。

Elastoflex E 基于蓖麻油，是一种半硬质

系统。该泡沫通过其开孔泡沫结构而具

有非常好的声学特性，并很适合用在汽

车内室中。两种颗粒泡沫 Styropor BMB
和 Neopor BMB 具有与出自传统的化石

基原料的标准泡沫材料一样的性能。它

们的主要应用领域是建筑业和包装业。

它们虽然不可生物降解，但是可以完全

回收。

总结
对生物基泡沫材料的兴趣在不断增

长，并且通过公众不断增加的环保意识以

及轻结构的趋势，它将一直是一个热门话

题。而且从原料来源的局限性、微塑料和

回收利用方面来看，生物泡沫材料也将为

成功的解决方案做出贡献。因为所有生物

泡沫基本上是出自可再生原料生产的。而

且生产泡沫所需要的原料更少。通过若干

生物泡沫的可生物降解性，即便废料会流

落到环境中，微塑料的形成也仍然能够得

到抑制。绝大部分生物泡沫能够像通常的

聚合物一样进行回收。尽管有如此之多的

优点，基于发泡过程中的各种挑战，生物

泡沫材料还仍然没有占领市场。它们仍然

有着巨大的研究需求。因此，除了已经成

功完成的研究项目，目前仍然有不同的研

究机构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项目。

www.skz.de
www.porav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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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undieren und Extrudieren am SKZ.
Dr. Marieluise Lang leitet die Kunststoff 
Center Poraver Service GmbH & Co.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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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一个星期就完成了
量身定制的大工件
增材制造方法缩短了土木工程中的过程链

Rehau 公司目前正在开发一种增材制造方法，以便能够像在系列生产中那样生产批量仅为一件的
大型塑料竖井。该方法使承建方能够在发单后一个星期内就收到为其建筑项目个性化量身定制的
竖井。这个值得关注的发展可以决定性地缩短建筑时间并使工作流程更高效。

规划者及承建商在进行翻修时常常会

在地下遇到不寻常的竖井几何形状。时常

遇到的非常老旧的竖井给地下工程承包商

们带来了挑战：管道接口以不同的大小位

于不同的高度上，它们展现了不同的角度

和不同的连接坡度。至今，这些竖井必须

在详细的加工图纸的基础上靠手工进行重

建。这就意味着：大工作量，许多人工劳

动，长供货时间。恰恰是在市区内的问题

工地上，进度必须很快，而且要尽可能少

干扰交通和居民。客户在这里能节省的每

一天都非常重要。

Rehau 公司的 Kevin Winter（左）
和 Jonas Wilfert 在他们的 3D 打印

生产环境中。工件的最大直径可达 1.2
米，高度可达 85 厘米。© Rehau

每个工地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地下管

道的竖井并不总能够顺利地规划和施工。

如果再遇到管道情况复杂以及在施工期间

出现临时改变，这时候就需要有快速灵活

的解决方案。为了能够快速提供适合情况

的精准的特殊加工，Rehau 公司开发了

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它将 3D 激光扫描仪、

自动化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增材

制造以及合适的后处理方法的可能性结合

到了一起（图 1）。

过程的第一个步骤是从自动化生成的

CAD 数据中采用 FGF 工艺（熔融颗粒制

造）生产一个 3D 打印的半成品。在这里，

一台挤出机借助一个线性系统按照工件轮

廓进行移动。在这个过程中将一层层覆盖

地无需模具地加工出工件。打印过程完成

后，这个半成品将在减法式后处理过程中

图 1：生产流程的示意图——从借助激光扫描的数字化工件测量到
3D 打印及后加工处理。资料来源 : Rehau; 图片 : © Hanser

加工成成品件。Rehau 公司由此为其客

户创造了一个巧妙的、流畅的过程链，从

竖井的测量和规划到 3D 打印直至交货到

工地上。

从测量到供货的流程
由于使用传统的测量工艺很难以所

需要的精度测量复杂的竖井几何形状，

Rehau 公司就决定通过激光扫描获得精

确的 3D 数据。由客户自己进行测量或者

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师室进行测量。

Rehau 公司也可根据愿望以他们自己的

激光扫描仪和测量团队提供帮助。3D 扫

描仪可提供一个所谓的点云，从中可以获

得所有所需要的尺寸。在这个基础上客户

可以借助一个 Rehau 公司的基于网络的

应用程序对他们所希望的竖井做所有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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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细节配置，而且具有所有的规划自由

度。在此基础上，Rehau 公司将做出一

个相关特定竖井的数字孪生体（图 2）。

一旦客户对方案给出绿灯，Rehau
公司这里就开始“智能化生产”。目前

这家企业能够生产最大直径为 1.2 米、最

高 85 厘米的工件。对客户而言最大的加

分点是：批量数量仅为 1 件的塑料竖井在

Rehau 公司这里也属于普通建筑产品，

而且它还满足 DIN EN ISO 13598 –1 标

准的所有密封及寿命要求。

易于传递使工地物流更为精简
智能化也意味着快速：在一个星期

之内一个大体积的特制工件就可完成（图

3）。它是带着已经装好的密封件及合适

的管道接口运到工地上的，根据愿望也可

以一起提供合适的配件如井盖。所有常见

的材料都可连接。

特殊定制从尺寸上百分之百地符合通

常的塑料竖井，而且可相对快速简单地安

装。在这里，建筑商也能够从工业化的质

量及精度获益。而且，用塑料制造的这种

大体积的竖井与传统的出自粗陶和混凝土

的解决方案相比，基于其明显低很多的重

量也是一个加分点。这样工地上的施工就

图 2：3D 扫描提供了一个所谓的点
云，从中可以获得所有需要的尺寸
以及一个数字化孪生体。© Rehau

图 3：生产过程中的 3D 打印的半
成品。在一个星期之内这个大体积
的特制竖井就可以完成。© Rehau

图 4：能精确适应安装环境，塑
料竖井与它的出自粗陶和混凝土
的对应件相比基于其较轻的重量

也是一个加分点。© Rehau

容易得多（图 4），而且工地的物流也简

化了。除了加工及安装方面工期上的优势

外，恰恰是在市区内的工地上这是一个重

要的视角。

增材制造的先锋
以上面所提到的尺寸，Rehau 公司

在大型塑料工件增材制造方面在全世界

也属于先锋。在建设其加工能力时，这

家聚合物专业企业利用了他们现有的设

备技术，但是又根据需要进行了调整和

延续开发。特别是 Rehau 公司的丰富的

材料经验及塑料加工专业知识被运用到

了生产中。

通过新材料成分的开发以及挤出技术

和后处理流程的有针对性的调整，才做到

了能够经济地且可持续地生产这样大尺寸

的、这样高质量的工件，且以这样快的速

度。主要是通过增材制造的优势才产生了

经济性和可持续性。轻量化结构的使用再

结合近终端形状的无需模具的工件（增材）

制造使得生产所投入的材料更少，且后处

理工作量更低。

地下施工的数字化潜力
Rehau 公司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显示

了，通过塑料开发出了怎样的数字化规划

及实施过程的潜力。在这里，该材料恰恰

在与传统材料粗陶或混凝土相比时充分发

挥了它的优势。因为用塑料做的竖井无论

如何是防腐蚀的且耐用的。

www.rehau.com

关于作者
Dr. Bernhard Häupler ist Head of Tech 
- nology Platform 3D Printing der Rehau 
Industries AG, Rehau.
Dipl.-Ing. Guido Kania ist als 
LeiterTechnik Tiefbau, Executive 
Director, für die Rehau Industries AG in 
Erlangen tätig.
M. Sc. Jonas Wilfert und M. Sc. Kevin 
Winter sind als Entwicklungsingenieure 
bei Rehau tä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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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生产机油过滤器外壳
利用仿生原理优化注塑时的工件冷却

汽车中的复杂的机油过滤器外壳通常是用注塑方法生产的。基于几何形状中的热点可能会大大延长
必要的冷却时间。一支来自奥地利的团队借用了生物学：一个近似于血管结构的仿生冷却系统被集
成到一个型芯中，它在模拟中被优化、采用 3D 打印生产并成功地在实际注塑过程中进行了试验。

均匀的模具表面温度对于注塑工件的

质量是关键的。它不仅影响表面质量、尺

寸稳定性和负载下的行为，而且还影响成

型过程的经济性。在注塑中，冷却时间的

最小化是成本效益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最简单的选项中，模具是由两个

半型、形成型穴的钢制型芯和其它模具

元件组成的。在两个半型中包含了数量

有限的冷却流道——由于制造原因通常

在型腔之外，冷却水用泵打入这些流道

中，以便使塑料的热量通过模具疏散到

冷却水中。在形状简单的工件上，基于

其较低的传热性及成型件的壁厚，塑料

的冷却时间是主导角色。而在含有中空

的复杂形状的工件上，则与其接壤的型

芯也决定着冷却，如果它的横截面明显

小于与热塑料的接触面积的话。

血管结构作为样板
为了克服这一限制，一般会使用比相

关标准模具钢导热性要高的材料来制造型

芯。不过这些材料，比如铝合金或铜合金，

一般对注塑时的热机械负荷比较敏感，它

因此可能会限制型芯中冷却流道的数量和

直径。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是在一个增材制

造的型芯中采用近轮廓的冷却流道，它的

原理及其优化已经经过了多方面的探索。

在此，冷却流道的形态及数量可能会因为

型芯中可用的空间而受到限制。

这里所介绍的方法试图从自然界中

找到解决冷却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仿生

设计中，比如像在叶脉、层状或多孔结

构中实现的那样，血管结构看起来是一

个最明智的解决方案。这种结构能够保

证更均匀的表面温度、更低的冷却液的

流动阻力、更少的基材（模具嵌件）的

机械弱化、通过使用钢粉进行增材制造

（激光粉床熔合）而更简单的制造以及

得到改善的热点冷却。

Hermann 公司已经开发过一个平面

血管结构，用于优化太阳能板的冷却。这

里讨论的情况的目标是，开发一个三维冷

却流道结构，用以在生产复杂的注塑成型

件时弱化热点，并且在一个实际生产过程

中进行尝试。

对型芯及其材料的要求
机油过滤系统的外壳在其三维造型设

计中有着许多孔洞、开口、底切和壁厚差

异。相应地，其注塑模具就必须由许多出

自不同材料的型芯（有时候还是可移动的）

组成。特别是在过滤器外壳上的那些深入

且狭窄的切口，需要使用狭长的型芯来形

成。如果这些型芯上的接触塑料的表面积

与其自身的横截面面积的比例过大，那么

型芯的冷却就不能将塑料传递的热量足够

快地散出。因此，处于热点区域的型芯一

般会使用高导热材料（主要是铝、铜和铜

铍合金）制造。

不过这些高导热材料与机油过滤系统

通常使用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类型相比，

其耐腐蚀性及耐磨性是有限的。在一些应

用情况中还需要高光亮性。一个或多个采

用相适合的钢粉增材制造的型芯，其中包

括尽可能均匀的、近轮廓的且水控温的冷

却通道，可能会满足这些需要。

为了尽可能好地得到这样的性能形

态，人们将 voestalpine Böhler Edelstahl 
GmbH & Co KG 公司（Kapfenberg，奥

地利）提供的一种 X20Cr13 合金雾化成

细粉，之后在莱奥本矿业大学成型技术系

通过选择性激光熔化（激光粉末床熔合，

LPBF）将这些细粉加工成试样，并经过

热处理后进行了各种试验。在 X20Cr13
之外，同时还用其它材料制作了型芯，

包括典型的制造型芯用的 MS1（对应

这是所调查的
用 PA6-GF35
制造的外壳。
红色区域表示
物质堆积区域，
这个区域的壁
厚可达 11 毫
米。© Mahle 
Filtersyst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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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EAS换模系统以实现更快，更有效和更安全的模具更换过程

在⽣产⾏业，效率⾃然越⾼越好。

这⼀点也适⽤于我们通常⽐较昂贵

的模具。对于希望实现快速换模以

及完整⼴泛的模具保养计划的客

⼾，EAS Change Systems是理想
的合作伙伴。公司不断扩⼤设备⽣

产线，⽬前拥有多种升降杆、换模

⻋、检测装置、预热机和分模机产

品。分模机最近获得了主要制造公

司的两笔⼤订单。

分模机

提⾼安全性

降低贵重模具损坏⻛险

适⽤于2T⾄60T的模具
苏州易爱使快速换模系统有限公司

www.EASchangesystems.com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庞⾦路1188号 215200

+86-512-63093091

sales-china@easchangesystems.com

EAS分模机能够分离并打开模具，转动半
模，将转过的半模放在⼯作台上。

⼀名操作⼈名就能以安全、受控、可重复

的⽅式分离、保养模具。

分模机主要特点

1.2709）在 LPBF 工艺中制成型芯、一种

用工具钢 1.2709 以传统方法生产的试样

和一种 Böhler 公司的 M333 Isoplast 类
型的产品；后者是一种耐磨损耐腐蚀且具

有高光亮度的塑料模具钢。

用试样进行的试验
如预期的那样，用 MS1 和 X20Cr13

打印的试样显示了非常好的可抛光性，表

现的特点为在镜像中较少的点缺陷或划痕

以及边缘清晰的成像。在相关的温度区域

25至 200˚C内用“瞬态平面源”方法（Hot 
Disk TPS 2500 S 热常数分析仪）所测得

的导热性：

■ 用 X20Cr13 打印的试样在 21 到 24 
W/m·K 之间，

■ 那些用 MS1 打印的试样在 21 到 25 
W/m·K 之间 以及

■ 那些传统方法的 M333 Isoplast 试样在

23 到 25 W/m·K 之间。

用铬合金 X20Cr13 打印的试样的最

大硬度仅为大约 45 HRC（洛氏硬度），

而 相 比 之 下 M333 Isoplast 的 为 49.2 
HRC，MS1 打印的试样为 55.5 HRC 以

及在 1.2709 的传统选项中为 54.7 HRC。
在莱奥本矿业大学的实验室加速磨损

试验台上进行的接近实际的试验显示，打

印的 X20Cr13 有着比打印的 MS1 高一些

的磨损量（图 1）。将它们集成于一个注

塑模具中并进行磨损测试，其中采用了含

35%（G7）或 50%（G10）玻璃纤维成

分的 PA 66 熔体，将它们通过一个狭窄的

高 0.5 毫米的缝隙挤压。磨损缝隙是通过

小片状的（钢）试样体形成的，它的通过

磨损量而产生的重量损失作为逆测量值被

用来评判耐磨损性。高达 2000 bar 的熔

体压力以及远超 100 000 s-1 的剪切速率

加速了磨损，这样在试验了 50 公斤塑料

之后就能够确定可信的磨损量值。让人印

象深刻的是，传统的 DIN 1.2709 的磨损

量明显高于 M333 Isoplast，所以并不是

只有硬度这一个因素决定耐磨性。

因此，为了进行实际验证，所选出

的型芯即采用 MS1 也采用 X20Cr13 在

LPBF 工艺中打印成型。在此之前就已经

建立了一个用于虚拟优化冷却通道设计及

过程参数的模拟链。

冷却通道设计的开发
作为试验项目，人们选择了一个使用

PA 66 材料的复杂成型的机油过滤系统的

外壳（题图），它具有深凹的空腔以及经

过设计更改后局部厚度为11毫米的壁厚。

这样的组合在系列生产中就引发了一个热

点，尽管它直接与导热性好的型芯相邻，

仍然明显拖延了周期时间。

这个型芯的主要尺寸为 100 x 59 x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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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最初的系列解决方案（图 2 左）采

用的是一种市场常见的铜合金（导热性为

106W/m·K，洛氏硬度为 33 HRC），它

里面还额外压入了两个铜销，以便更快地

将热量向外导出。一个注水的通道环绕着

铜销的暴露端。采用钻孔冷却通道的直接

冷却由于制造空间的限制当时无法做到。

仅使用一条直径 2.5 毫米、长 445
毫米的、直接通过水流进行冷却的近轮廓

冷却通道的型芯选项只进行了虚拟测试

（图 2 中）。在一个也在实际中转化实施

了的冷却通道设计中采用了近似于血管的

结构，它将主动脉分成了两条亚动脉，而

每条亚动脉又分成了两条毛细血管（图 2
右）。毛细血管又流入两个子管，而这些

子管又最终汇集到主动脉中。根据这里所

使用的设计规则（图 3），管道分节具有

相同的特定长度。流经通道的最短的距离

为 480 毫米。

控温网络的虚拟评估
冷却通道与型芯表面之间的最小距

离出于安全考虑在两个选项中都定为 1.5
毫米。这个最小的壁厚对于型芯抵抗塑

料熔体在注塑压力下的突破仍然是敏感

的。为了估计其机械稳定性，人们借助

了一个软件模块 Cadmould Structural 

Essential（提供商：kunststofftechnische 
Software GmbH 公司，Würselen）在血

管选项上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静态线弹性结

构模拟。MS1（对应 1.2709）在打印成

型时的拉伸强度大约为 1200 N/mm²，在

硬化并紧接着老化的状态下大约为 2040 
N/mm²。即便假设作用到型芯上的注塑

压力为 1500 bar，所计算的在关键区

域内的 Von-Mises 等效应力最大为 450 
MPa。由此就可以估计这种设计抵御塑料

在注射压力下引起变形的耐受力。热模拟

使用了 Sigmasoft 软件（提供商：Sigma 
Engineering GmbH 公司，亚琛）。

当复制了实际的系列生产过程后，包

括带有 11 个不同的借助脉冲冷却的控温

冷却水流道的复杂模具结构的复制以及设

定的过程条件，接着进行了软件设置的参

数调整，其目标是，模拟的脱模后的工件

表面温度要与从热成像测量中得知的实际

温度一致。根据这些将开发替代冷却系统

并进行虚拟优化。

模拟除了可以低成本地研究参数外，

还可以评估那些实际上（还）不能实现的

边界条件。因此，在一个分两阶段的全因

子试验计划的框架内，除了对冷却系统选

项的评估外，还对型芯材料以及塑料的导

热性对工件冷却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在此，

正如预期的一样，获得了下述的发现：

■ 两个近轮廓的冷却通道系统尽管

是钢制的，仍然显示了比系列生产选项的

高导热性型芯还要高很多的冷却效率——

除了在整个型穴表面上更为均匀的冷却

外，血管结构在周期（周期时间恒定）结

束时使热点的最高核心温度比近轮廓通道

的降低了 4.7 k，比铜销解决方案的降低

了 7.0 k。
■ 如果将塑料的导热性（不改变其

它的材料性能）从0.27提高到 0.40 W/m·K
的话，那么在周期（周期时间恒定）结束

时热点的最高核心温度将降低 15 k。
■ 通向冷却通道的热流将随着型芯

导热性的提高而增加。将打印的仿生型芯

的材料从钢换成铜铍合金时，热点温度只

会降低 2.0 k；而且实际的实施转化在技

术可行性上也不具充分理由。

■ 两个近轮廓的冷却系统的冷却效

率是如此之不同，以至于必须减少水冷的

脉冲时间，以避免在充型期间模具表面温

度降低到对所选塑料来说不允许的低温。

图 1：在接近实际的加速磨损试验中，在熔体压力达 2000 bar 且最大剪切速
率超过 100 000 s-1 时，打印的 X20Cr13 对 PA 66（类型：Ultramid A3W，

玻璃纤维成分占比分别为 35%（G7）和 50%（G10））的反应只比打印的
MS1 稍差。资料来源 : Montanuniversität Leoben; 图片 : © Hanser

图 2：型芯中冷却系统的设计，（从左至右）带有两个铜销、一个沿轮廓的
冷却通道或者类似于血管的冷却通道结构。© Montanuniversität Leo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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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就是冷却水的体积流可以从 11 l/min
降到 2 l/min。这时候所计算的压力损失

对血管系统来说是 6.1 bar，对简单的近

轮廓冷却通道来说是 7.5 bar。
总的来说，使用 X20Cr13 合金钢打

印的仿生设计形式可以将周期时间从 73
秒缩短到 63 秒，因为可以更早地达到所

允许的脱模温度。

在实际注塑过程中的验证
血管结构是借助激光粉末床熔合方

法集成到用 MS1 和 X20Cr13 打印的型

芯中的。经过热处理和表面加工后，两个

型芯都被装到注塑模具中并在系列生产条

件下进行测试。之前在热成像图中看到的

形成热点的地方，现在显现了明显的效

果（图 4）：注塑件脱模后 10 秒所测得

的表面温度在热点上从最初的 211 ˚C 降

到了 180 ˚C（MS1）以及降到了 174 ˚C
（X20Cr13）。

不过，在由通道网络所冷却的区域之

外，工件的表面温度上升了。这种情况的

原因很简单——但因结构所决定而无法改

变：经过优化的型芯冷却与相邻型芯的冷

却已经形成了串联。对于血管结构而言足

够的体积流 2 l/min 不足以有效地冷却相

邻的传统控温的型芯。但是加大体积流会

使血管结构中的压力损失急剧增加，并因

此迅速超过控温器所允许的最大泵压。

总结
生物控温结构用到技术性应用上的

仿生转移总体上看起来是很有希望的。不

断进步的增材制造加工能够帮助有效地建

立这样的结构。不过，这里要考虑某些局

限性。比如，当一个细长的型芯深入到工

件中的嵌入深度比较深时，而且冷却通道

基于制造空间的限制仍然要贴近型芯表层

时，那么在增材制造的钢制型芯中的近轮

廓冷却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当（型芯）嵌

入深度比较小且因此共同的接触面较小

时，而且近轮廓冷却通道又管不到离的较

远的、纤细的型芯细指时，那么具有高导

热性的材料仍然是优先被使用的。

采用 LPBF 工艺制造的纤细的冷却通

道还额外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通过未经

过滤的冷却水而带来的钙化风险。冷却水

处理、特殊的预过滤以及冷却通道的防粘

内涂层在此有助于抵消这些风险。如果在

新开发中使用仿生冷却结构的话，那么在

工件冷却中关键型芯就必须具有一个独立

自主的冷却液供应。这可以在模拟中事先

识别。

www.jk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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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血管结构的设计原则帮助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冷却液流
动。资料来源 : Rapid.Tech – International Trade Show & 
Conference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图片 : © Hanser

图 4：脱模 10 秒后的注塑件表面的热成像图。工件生产采用系列加工
模具（左）以及采用 MS1（中）或者 X20Cr13（右）增材制造打印的、

内部带有血管冷却结构的钢制型芯。© Montanuniversität Leo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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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系统更换获得新的竞争力
汽车零部件供货商Eldisy 公司将二元生产转换到立式机器上

在立式而非卧式注塑机上生产二元成型件，过去最好的情况也只能用在小型和中型成型件上。当
汽车零部件供货商 Eldisy 公司要生产最大型的成型件时，这种卧式换立式的系统更换被证明是不
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其可预见的更安全的生产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更高效的替代选项。人们找到
了来自巴伐利亚州的注塑机制造商 LWB Steinl 公司作为合作伙伴，以便跨入这个新领域。

多元注塑使人们能够在一个生产过程中将两个或多个具有

不同性能的塑料元件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工艺

可以将不同的成型件在注塑机中在线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不需

要组装步骤了。对于这种方法所带来的生产力及精度优势（通

过恒定的正确且形状匹配的连接）如今没有哪个工业分支能够

放弃。就批次数量和创新含量而言，汽车工业是最突出的。向

电动驱动技术的转换目前被证明是迈向了更高的创新水平。因

为，燃油发动机所发出的噪音，在电动汽车上驱动器的声音几

乎被轮胎的风声和滚动声淹没，同样在车身振动方面也是这样。

在全球拥有七个生产基地的企业 Eldisy（弹性密封系统前

两个字母组成的缩写）公司在这个领域里主要聚焦于汽车和工

业应用中的密封系统。这家座落于 Gardelegen（萨克森 - 安哈

尔特州）的汽车零部件供货商主要生产用于一辆车上所有门上

的挤出的成型密封件，另外还生产大量的一元或多元的车身组

件。证明 Eldisy 系统能力的一个举例是，该企业得到了在汉诺

威的大众商用车事业部的生产 2022 年新上市的 VW ID. Buzz
面包车所有塑料外装件的订单。

这个零件包中的部件之一是一个大约 180 厘米宽的装在

挡风玻璃前的“水箱盖”（见图 1 及信息框）。它由一个弧

形聚丙烯结构组成，在它上面的与金属车身接触的部位以及

在挡风玻璃刮水器的通道开口处是与弹性 TPE 部分组合在一

起的（图 2）。

重新思考从而
达到所希望的目标

二元部件在 Eldisy 公司的注塑部门并不是新东西。至今接

受的加工订单中比如有导水板、门槛护板、接缝密封件或者车

窗导轨等。为此所使用的生产设备以前或者说现在仍然是不同

制造商制造的二元选项的传统卧式注塑机，所有设备上都装备

了安装在机器移动板上的旋转工作台，注射机构使用了两个背

负式排列在机器固定板上的注塑单元。

最近刚退休的、在 Eldisy 长期任职的生产负责人 Detlef 
Scharge博士对此说道：“这个方案多年来在我们这里被视为‘最

先进’的多元注塑系统。我们在大跨度的合型力范围内都使用

它。不过，机器越大，系统性的劣势所占的分量也越大。特别

是水平的旋转轴，包括向模具送入介质的旋转输送系统在内，

受到挂在旋转工作台上的模具的单向重量负荷的负面影响。”

其结果是维护和修理工作量的增加。还有热流道的设置，

随着模具的加大，受限于系统的狭窄再加上背负式单元的注塑

位置的限制，比我们希望的要受限得多。“所以我们早就计划

要寻找替代选项”，Scharge 说道。“不过，真正的推动力来

自于水箱盖的订单。由于它的大小，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解

决方案，因为要是按照传统的原则，我们必须使用一台合型力

为 16 000 千牛的注塑机才能把模具装到机器里。既因为上面

一台立式门式框架机，它带有两个从上面注射的
热塑性塑料注射机构，在座落在 Gardelegen 的
Eldisy 公司被证明是生产二元汽车零部件的“游

戏规则改变者”。© LWB Stei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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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细长的二元汽车零部件的一个举例是
“水箱盖”，它覆盖了挡风玻璃前的整个

汽车宽度的范围。© LWB Steinl

已经提到的技术原因，也因为为此所需要的投资规模，这样做

是不经济的。”

更换系统正在成型
以此市场调研就开始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提供了帮助，那

是在 K 2019 展会中机器制造商 LWB Steinl 公司的展台上。在

他们的展台上，LWB 公司展示了一个带有热塑性塑料注射机构

的大型转台合型装置。在 Eldisy 公司经理看来，它与自己所寻

找的替代选项相近。这成为了会谈的起点，LWB 的设计部门和

营销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公司老板 Peter Steinl 都参加了这些会

谈，而且立即收集了 Eldisy 公司管理层的想法并与他们一道草

拟了可实施的机器方案。

在这期间，一台于 2019 年交付使用的大型机器作为额外

的参考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台精密钣金压力机，其合

型力为 19 000 千牛，合型卡紧面积为 2.5 x 2.5 m（项目报告

可在 LWB 网站上获取）。二者加在一起就铺平了提出具体项目

询单的道路，这个项目开启了二元大工件生产的系统转换。尽

图 2：该成型件由两个热塑性塑
料元件加工而成：用聚丙烯做
的主体在与车身接触的位置上
以及在挡风玻璃刮水器的通道
区域上组合了弹性 TPE 部分。
© Eldi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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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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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之前他们并没有将 LWB 公司列入用于生产这种大型塑料工

件的注塑机的备选供货商名单中。

合型单元的大小可自由选择
在随后的方案规划阶段结束时就产生了一台具体型号名称

为 VR 12000/1097/220 Dual Sonder 的机器（题图）。这个麻

烦的名称代表它是 VR（立式框架）系列的机器。它的合型方

案是 LWB 的专有开发，它是介于无拉杆 C 型框架机器与传统

带拉杆机器之间的一个特殊方案。其核心部件包括作为模型安

装板承载体的门式框架模块以及用于产生合型力的压力模块。

VR 系列的设计是完全模块组合式的，因此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自由地缩放。这就是为什么其合型单元的大小不受限于注

塑工件的大小的原因，也是 VR 系统的极大的优势。由于框架

模块是用厚板半成品加工而成的，所以可以个性化地且在很大

程度上自由地选择其尺寸。在具体情况下，框架的开度可以与

客户及模型制造商共同确定，使其可以容纳直径达 2720 毫米

的圆台，其上可以卡紧型板尺寸为 2200 x 1600 mm 的或 2000 
x 1800 mm的模具。这样就可以使机器调整配合合型力需求（最

大达 12 000千牛），而不是按传统卧式机预先给定的尺寸规格。

图 3：旋转工作台细节图，包
括 18 吨重的注塑模具和四个压

力垫模块。© LWB Steinl

图 4：位于框架模块上面的、
从上面注射热塑性塑料的注射
机构的细节图。© LWB Steinl

图 5：机器人相对于成型件取件
位置的细节图。© LWB Steinl

电动面包车

VW ID.Buzz 是新的大众客车家族中的全电动版。它

以于 2017 年发布的研究成果为取向并采用了该品牌目前

的电动车设计。封闭的前罩和 LED 大灯让人联想到 ID.3
或 ID.4，即高尔夫系

列的电动车型。短悬

垂、喇叭形轮拱和几

乎无缝隙地进入到挡

风玻璃的前端，这些

是 ID.Buzz 的特点。

在车尾部展现了狭窄

的尾灯和带扰流板的后窗。ID.Buzz 有两种车身供选用：

5 个门的多窗口生活模式面包车以及 3 个门的适用于工匠

和运输公司的功能型车。（图片：大众）

各个方面的优势
除了在尺度上的灵活性外，VR 机器系统还提供了其它优

势：比如由两个门式框架模块组成的合型单元，它在包括圆台

在内的共同的模板下有四个独立的压力垫模块，这就提供了一

种可能性，即每个单一的压力模块的合型力大小可以根据需要

匹配两个模腔。通过圆台的水平转动就排除了重力对其旋转轴

轴承和介质旋转引导机构的所有影响（图 3）。

还有注射装置的位置与至今通常的也不一样。背负式配置

（如卧式机那样）通过在固定机板上的中心开口而实现紧密的

注射间距，而这里却不一样，两个注射机构独立地分别安装在

锁定框架模块的上面，并因此很容易接触到（图 4）。VR 合型

单元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的狭窄的结构。这样就为在机器旁定位

一个工业机器人留有了足够的调整空间——相对于卧式机器，

它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且节省地方的排列（图 5）。

对于（很少出现的）模具更换，模具站将通过机械伸缩式

交叉传输装置与机器对接，并可将重达 18 吨的模具从合型单

元中取出。模具站及模具的厂内运输将由厂房的吊车来完成。

这里还有一个 VR 方案相较于传统卧式注塑机的与设计相关

的优势：设备的占地需求通过立式配置明显要小很多。不过不

可忽略的是它的相对高的结构，加工商必须要考虑车间的高度。

完成方向的转换
对于使用这个替代型二元注塑机至此所取得的经验，Eldisy

公司经理、工程师 Elmar Stoffel代表整个项目团队总结道：“我

们认为，对迄今为止所使用的注塑设备的所有不如意之处在新

机器方案中都被排除了，因此能够为大众公司提供其所需要的

成型件。我们对这一决定的正确性的信任让我们又从 LWB 订购

了另外三台 VR 机器，这次是 9000 和 18 000 千牛合型力的。

另外几台也在具体规划中。由此我们就完成了系统转换并相信，

我们以此可以保证我们作为汽车零部件供货商的竞争力。”

www.lwb-steinl.com

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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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前端不能被破坏
提高WPC夹层注塑加工过程的可靠性

注塑加工企业在加工高填充度木塑复合材料 (WPC) 时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当填充度超过质量含量
的 40% 时就会导致射流的形成及焊缝，而这些又会导致在工件中产生机械性弱点。夹层注塑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选项，以便避免这样的流动异常。

木塑复合材料 (WPC) 由热塑性塑

料基体、木质纤维及添加剂组成，预计

2022 年全世界的产量将达到 770 万吨，

这是其受欢迎度的一个令人高兴的提升。

这两种成分结合的结果是，得到了比纯塑

料更高的刚度和更低的热膨胀，并且比纯

木质具有了更大的三维设计自由度和更低

的吸水性。同时，木质成分还服务于如今

所希望的可持续性方面的要求。WPC 有

各种不同的选项供使用，它们除了基体聚

合物外，主要还在木质颗粒的浓度、类型

及大小上有区别。

这个材料组在注塑时的流动及型腔

充型行为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当

木质含量在 30% 以下时还能够形成一种

近似的源流，随着木质浓度的增加，熔

体流动前端就开始在不可预知的地方破

裂并磨散以及变脆。在极端情况下这种

前端的破裂会导致熔体飞溅，它们会在

型腔中随机溅射。

避免流动异常的可能性
流动前端破裂的地方取决于不同的局

部条件，比如木质含量以及熔体前端的压

力分布等，这些都是事先不可预知的。在

型腔的继续填充过程中，随后到来的熔体

就会包围已经产生的自由射流。流动前端

较低的温度以及颗粒的取向会在接触位置

上造成焊缝，这里表现了明显的机械弱点。

对于流动异常，人们猜测了不同的原

因。一方面认为离析过程会导致木质颗粒

的堆积，从而导致部分壁滑移。另一方面

认为是由木纤维引起的高粘度而带来的低

熔体弹性。高木质含量会导致明显的纤维

与纤维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流动边界，

这就会导致塞流并倾向于壁滑。当前还无

法在充型图像模拟中反映这种主导存在的

流动异常。

阻止溅射流的形成
在填充平板形状时多会形成溅射。一

旦这些溅射流到达型腔壁，也就是感受到

一定的阻力时，其余的熔体就会近似于源

流那样继续流动（图 1 上）。其结果就是，

浇口附近的流动障碍会促进有利的填充形

式。由于这种取决于工件几何形状的有利

颗粒形状的 WPC、通过
传统注塑形成溅射、通
过夹层技术而优化了的
充型行为（从左上按顺
时针方向）。© KTP

图 1：在不同预充型度下的充型研究，采用
30% 木质含量的 WPC 作为表皮材料以及采用

50% 木质成分的 WPC 作为芯材料。© K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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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基体材料 木质含量[%] 颗粒大小[µm] 用途

PP 聚丙烯 表皮

表皮

芯

聚丙烯

聚丙烯

WPC30

WPC50

–

30

50

–

250 – 600

250 – 600

注入体积  表皮 [cm3]

型腔的预充型度 [%]

0

0

5

6.25

10

12.5

20

25

40

50

表格 2：注入的表皮材料的体积与最后得出的总体积
为 80 cm3 的型腔的预充型度。资料来源 :  KTP

图 2：使用一种芯材料（含 50% 木质成分的 WPC）及
相应的表皮材料（含 30% 木质成分的 WPC 或 PP）时

最终得出的木质总含量与不同的预充型度的关系。资
料来源 : KTP; 图片 : © Hanser

图 3：采用相应的表皮材料（含 30% 木质成分
的 WPC 或聚丙烯）时在不同预充型度下的平均
粗糙度 Ra。芯材料使用的是含 50% 木质成分的

WPC。资料来源 : KTP; 图片 : © Hanser

够的粘结。为了达到残留水分小于 0.1%，

这些复合材料在 80˚C 下至少停留了 6 个

小时进行预烘干。

最后只需要对表皮材料和芯材料的

切换点进行改变，以得到相关的预充型度

（表格 2）。其余的过程参数则恒定不变：

物料温度为 190˚C，注射体积流量为 50 
cm3/s，保持 15 秒钟的 350 bar 的压力。

预充型度对过程的影响
在填充研究中加工了具有不同的型腔

预充型度的平板几何形状，采用的是易流

动的表皮材料（30%木质含量的WPC）（图

1）。不使用预注入的表皮材料（预填充

度为 0%）时，看到的是一个非常脆弱易

破的流动前沿，从中溅射出射流。填充过

程继续进行时，在远离浇口的区域出现了

焊缝。只需使用少量的 WPC（木质含量

30%）作为表皮材料就能够完全阻止易发

生的溅射。

由于预充型量仅为 6.25% 时芯材料

在短时间内就到达了流动前沿，型腔充满

一半时前沿看起来仍然很脆弱且易破，不

过此时已经完全避免了明显的自由溅射。

如果要让流动前沿在整个填充过程中既不

脆弱也不发生磨损，那么通过提高预充型

的流动障碍并不总能实现，夹层注塑就提

供了一种工艺技术上的解决方案。利用存

在的源流预先注入表皮材料就为后续注入

的高填充度的 WPC 提供了足够的阻力，

以此使其不会形成溅射。

表皮材料影响充型行为
人们在 Kunststofftechnik Paderborn 

(KTP) 研究所进行了调研，看表皮材料在

相关的型腔预充型度下如何影响充型行

为。预充型度描述的是第一阶段注入的表

皮材料体积与型腔体积之比。为了观察充

型行为，将采用注塑工艺生产一个平板

(140 x 70 x 4 mm)。填充研究展示了不同

的填充行为，通过对表面粗糙度的触感测

量将确定所生产的试件的表面质量。

这个调研是在一台注塑机（型

号：K155 2F， 制 造 商：Ferromatik 
Milacron）上在模具前面装了一个夹层头。

这里用的 WPC 是由项目伙伴（SKZ——

塑料中心）复合制备的并供调研使用。作

为基体材料使用的是一种聚丙烯（PP，
类型：BH348MO，生产商：Borealis），

它与木质颗粒（类型：C400，生产商：J. 
Rettenmaier & Söhne）进行了组合（表

格 1）。2% 的 增 粘 剂（ 类 型：Scona 
TPPP 8112 FA，生产商：BYKChemie）
保证了极性木纤维与非极性的 PP 之间足

表格 1：不同材料的成分组成。资料来源 :  K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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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ing   
Heating   
Tempering  
Annealing   
Humidifying

干燥   
加热   
回火  
退火   
调湿

热处理解决方案
HEAT TREATMENT SOLUTIONS

热能，起作用! 热，能起作用。

Made
in
Germany

BECAUSE HEAT WORKS.

SLUSH-MOULDING-SYSTEMS

搪塑机

度就可以达到这种状态。不过这样做会导

致木质总含量的减少。

通过夹层工艺表面
粗糙度会降低

为了充分挖掘木纤维增强塑料工件

的潜力，应该达到尽可能高的木质含量。

通过填充度较底的表皮成分，得到的工件

中的木质含量在相关的预充型度下就会降

低（图 2）。不过由于少量的预充型度就

可以明显改善充型行为，所以仍然可以得

到超过 40% 的木质总含量。

与专门的材料配方相关，在这个木质

含量下自由溅射的形成就不会很强，因此

只有一种成分的且总木质含量较低的传统

注塑在这里也适合使用。如果使用未填充

的聚丙烯作为表皮材料，结果自然是总木

质含量较低。

除了可以避免通过溅射产生焊缝，夹

层注塑还提供了其它的工艺优点。通过注

入一种表皮成分，这种成分根据预充型度

的不同部分地甚至全部地到达所加工工件

的表面，那么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就会降低

（图 3）。高塑料成分使工件的表皮变得

平滑。线条粗糙度是从浇口处垂直向下直

至平板尽头测量的。当不使用含 30% 木

质成分的 WPC 而是使用纯聚丙烯作为表

皮材料时，就可以将粗糙度进一步降低，

当然这必须接受得出的总木质含量更低的

现实。

总结
注塑高填充度的木塑复合材料

(WPC) 时，由型腔中形成的自由溅射而

出现的流动异常给加工者们带来了很大的

问题。夹层注塑为人们提供了抑制这种现

象的可能性。事先注入易流动的表皮材料

在型腔预充型度很低的情况下就已经能形

成流动阻力，这就可以阻止高填充度的芯

材料的（流动前沿）破裂。作为表皮材料，

可以使用不同的可兼容塑料，在这里使用

30% 木质含量的 WPC 可以得到较高的总

木质含量并同时保证较低粗糙度的表面。

ktp.uni-paderbor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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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延伸，改善泡沫
在线拉伸流变仪能够实现对含有发泡剂的熔体的拉伸

在挤出机和模具中，熔体主要承受剪切负荷，而在发泡塑料的泡沫挤出中，则会发生材料
的双向拉伸应变。通常用于给材料定性的特征值，比如剪切粘度或熔体质量流速，并不能
回溯到塑料的可发泡性上。一个建立在迭代过程基础上开发的流道会给熔体带来恒定的双
向拉伸，并作为在线拉伸流变仪为材料在加工条件下的定性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像泡沫挤出这样的塑料加工技术除了

能够节约成本和资源外，还能够得到更好

的产品性能。比如经过发泡的塑料具有高

阻尼和绝缘效果。根据所用的塑料及加入

的发泡剂的不同，泡沫产品的性能组成（如

硬度、柔韧性、密度）会有所不同。特别

重要的是要得到一种尽可能细且均匀的细

胞结构，因为发泡的产品通过细孔的泡沫

形态才能够得到更高的机械性能（比如抗

压强度）。细胞结构与大量不同的工艺及

材料参数有关。比如为了得到细小的细胞

结构，塑料的抗变形力就必须足够大，以

便阻止细胞过度生长。抗变形力既受到局

图 1：体积元素的双向变形以及一个流变仪入口及出口
横截面的示意图。资料来源 : IKV, 图片 : © Hanser

部变形速度和变形经历的影响，也受到温

度的影响。然而，拉伸流变性能及其特征

与聚合物分子结构、其支化度以及摩尔质

量分布有着很强的联系。比如熔体的拉伸

应变率提高时通常拉伸粘度会降低，但是

根据聚合物结构的不同甚至会导致应变硬

化。尽管拉伸粘度由此而可作为评判塑料

的可发泡性的一个重要特性值，人们对所

用塑料的分子结构与泡沫挤出中得到的泡

沫性能之间的相互作用至今仍然缺少全面

的了解。而且，大量的塑料（特别是聚酯）

都显示了熔体强度不足，以至于发泡时出

现的高熔体变形常常会导致细胞壁塌陷。

这些人们不希望有的效应多数情况

下只能够通过塑料在分子层面上的改性或

者通过专门开发的添加剂才能得到抑制。

不过在验证这些改进时，发泡试验只能提

供定性的而非定量的描述。从经济角度考

虑，人们需要在现有设备技术条件下稳步

降低发泡产品的生产成本并有效推进产品

开发，以便能够对例如像客户的新要求作

出反应。总的来说，大量的塑料只能在考

虑狭窄的过程范围内或者使用改性材料以

及添加剂才能进行发泡。但是产品的开发

以及确定合适的过程窗口却常常是一个乏

味的、不断重复的过程。

开发在拉伸流变学范围内可行的测量

方法，以及加深对拉伸流变对泡沫生产所

产生的影响这方面的过程及材料理解，将

有助于实现加工商的适合需求的过程及材

料调整以及实现替代添加剂或材料改性。

流变仪几何结构的
迭代分析计算

确定流变仪几何结构的目标是，可以

模拟发泡过程中发生的双向拉伸过程，为

此人们在 IKV 开发了一种新型的拉伸流

变仪迭代分析设计方法。它处于泡沫挤出

机之后，并可实现工艺集成的对拉伸流变

材料的定性。该解决方案建立在这样的设

想上，即在一个环形流道中熔体既在流动

方向上也在圆周方向上得到加速（图 1）。

在流动方向上的加速是通过流道高度

的递减而发生的。同时又通过流道的扩张

而发生圆周方向上的加速。为了达到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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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于恒定的等双向拉伸应变率，几何形

状就必须适合局部的流速。为此就必须有

一个计算规则。这个计算建立在有代表性

数值方法的基础上，并将复杂的流道分解

成一定数量（i）的可解析的环形间隙段

(RSE)。假设熔体的流动是等温的、层流

的、稳流的且具有可使用幂律描述的结构

粘度，就可以对流变仪几何形状进行迭代

确定。考虑到垂直于流动方向上的拉伸并

在给定的所希望的横向拉伸应变率 下，

将确定流道的中心线半径 r(ml,i) 作为流变

仪长度 z 的函数。为简单起见，假设 适

用于公式 1（见旁边的方框）。

采用出口处的 r(ml, Auslass) 值作为设计

变量，就可以逆流动方向地依次确定上游

的环形间隙段的 r(ml,i) 值。流动方向上的

拉伸是根据流动路径上的各个离散点处的

流道高度 hi 来考虑的。在给定所希望的

纵向拉伸应变率 l,i 的前提下，将确定流

道高度 hi 作为流变仪长度 z 的函数。为

简单起见，假定 l 适用于公式 2（见旁边

方框）中的关系。借助微软的计算表程序

Excel 的求解函数，将通过调整所有的 hi
而确定 l,i 的目标值与实际值之差的平方

和。在这里，滞留时间及半径 r(ml,i) 将会

自动地得到调整。由此，环形间隙段的每

一个点就组成了具有双向拉伸作用的流道

的内壁和外壁。流道上的每一个点将通过

一个 r 坐标和一个 z 坐标（半径和流变仪

长度）来定义。两个观察点之间的距离又

是从给定的流变仪总长度以及环形间隙段

的数量得出的。

设计是以 50 个环形间隙段的分辨率

及给定的 3 s-1 的拉伸应变率为基础的。

拉伸应变率的选择是根据观察的总压力的

损失以及基于文献而确定的。泡沫挤出中

典型的拉伸应变率估计可达到 9 s-1，这

里，含有发泡剂的熔体在模具出口处会扩

大 20 到 50 倍。

图 2 描述了在拉伸流变仪前 20 毫米

的流道轮廓的改变，它是通过迭代分析设

计方法确定的。以初始流道轮廓的外壁及

内壁的线性变化为出发点（左），在流道

高度恒定不变时圆周的优化使平均流道半

径增加（中）。圆周优化与高度优化的结

合会导致流道高度的降低，与此同时平均

流道半径会增加（曲线，右），并因此从

理论上讲会产生一个熔体的双向拉伸。流

道的最前面 7 毫米基于不变的流道高度在

引入模具方案时是不考虑在内的。所得出

的拉伸流变仪的测量距离 / 流道轮廓在图

3 中作了示意性表述，这里也展示了计算

出来的压力损失。

为了确定双向拉伸粘度并以此作出接

近工艺过程的材料定性，将在挤出过程中

沿测量距离方向在三个点上不间断地测取

压力并得出压力损失。这个累计压力损失

的和是由剪切部分和拉伸部分组成的（对

比图 3）。

剪切粘度的压力损失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流道几何形状，并且可以采用根据文献

[5] 的槽模公式确定每一个环形间隙段中

的压力损失，然后从压力损失的和中刨除。

由此而得出的拉伸压力损失（∆pdehn）

图 2：直至达到具有双向拉伸作用的流道轮廓的开发步骤：初始流道轮廓（左）、圆周优
化后的流道（中）、圆周及高度都优化后的流道（右）。资料来源 : IKV, 图片 : © H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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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以迭代分析设计的流道为出发点的双向拉
伸作用的图示。资料来源 : IKV, 图片 : © Hanser可以根据下面的公式来确定，而且在恒定

的拉伸速度下必须是线性的：

用这个算出的拉伸压力损失再结合设

计时给定的拉伸应变率 (ε) ，根据下面

的公式就可以算出拉伸粘度 (ε)：

图 3：拉伸流变仪测量段的示意图
（上）；在设计方法基础上计算的
出自剪切和拉伸的压力损失（下）。

资料来源 : IKV, 图片 : © Hanser

间（经过了大约 0.25 秒）就已经平铺了，

不过此处可以看到在挤出方向上的延伸

大于在圆周方向上的。在流道末端，颗

粒云沿流道方向的延伸已经是圆周方向

上的双倍了。这说明，熔体在流经所确

定的流道几何形状时既在纵向上也在横

向上被拉伸，因此在所观察的流道轮廓

中存在着双向拉伸。

总结及展望
采用在 IKV 开发的迭代分析设计方

法就设计了一种拉伸流变仪，将来为进行

对发泡很重要的双向拉伸流变材料性能的

工艺集成确定就要用到它。在第一个设计

步骤中先确定了流道几何形状，用于转化

实施双向拉伸应变率为 3 s-1 的拉伸流变

仪方案。在第二个步骤中进行了流动模拟，

目标是验证设计方法。能够证明的是，熔

体的体积元素流经所确定的流道几何形状

时既在纵向上也在横向上被拉伸。为了达

到等双向拉伸，流道设计还需要迭代的延

续开发，并紧接着转移到组装在发泡挤出

设备上的模具方案中。

www.ikv.rwth-aac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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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设计方法的检验
为了检验建立在简化假定基础上的

设计方法，人们对熔体的“实际”行为

进行了模拟。在这里使用了开源的流模

拟软件 OpenFOAM。从对模拟与迭代分

析解决方案的对比中就可以为计算方法

确定拉伸应变率和压力损失的校正因子。

图 4将双向拉伸作用做了视觉化的表述。

为了简单明了，在这里基于在入口处加入

的体积元素（颗粒云）沿流道方向的变

形而展示了由流道轮廓引起的双向拉伸。

这里展示了滞留时间为 0 秒、0.25 秒和

0.5 秒时的颗粒，而这之间的区间只用轨

迹带表述。

在流道入口处（滞留时间 =0 秒）颗

粒云呈理想的球形。通过在圆周方向上

及挤出方向上的拉伸，颗粒在流道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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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微波的巧妙配方
利用正确的填充料坯高能效地加热

热塑性塑料的热成型及拉伸吹膜成型等工艺中必须进行再加热。通过对塑料进行合适的改性，它们
就能够借助微波辐射高效地加热，如果不必保持透明的话。在这里效率得到了提高且周期时间缩短了。

在 1930 年代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想

法，就是将热塑性塑料先加热接着再拉

伸，以改善其性能。DuPont 公司于 1970
年代吹塑出了第一批 PET（聚对苯二甲

酸）瓶子——这种容器的使用在过去多年

中大幅度增加。2004 年全球生产了 3000
亿个 PET 瓶，而到了 2021 年预计约为

5830 亿个。

除了用于碳酸饮料的PET塑料瓶外，

人们还借助拉伸吹膜成型法采用其它塑料

类型生产了其它形状的容器。在分两步的

拉伸吹膜成型过程中，对预成型件（料坯）

进行变形前先在一个独立的步骤中将其加

热是必不可少的。在工业生产中，这个加

热步骤一般采用红外线辐射器，料坯在它

前面旋转着通过。加热 PET 料坯时，基

于其表面上的热损失以及同时向其周围环

境中的辐射，实际作用到料坯上的能量的

占比仅为 15-20% 。
因此，塑料技术研究所 (IKT) 与

Spritzguß Müller GmbH 公 司 及 Fricke 
und Mallah Microwave Technology 
GmbH 公司一道共同研究了一种借助微

波辐射高效加热塑料的新方法。

效率的提高
在拉伸吹膜成型中使用微波辐射加热

料坯具有各种优点。微波在许多聚合物中

能够达到很深的穿透深度并因此达到均匀

的容积加热。他们已经对 PET 料坯的微

波加热进行了调查并证实了能效被翻倍。

不过，对微波辐射能量的吸收尤其在非极

性塑料上基于缺失的偶极矩而受到很大限

制。但是，为了保证高效的加热，可以在

塑料中混入微波吸收性填充料，它们可以

被加热并通过热传导将整个塑料化合物加

热（图 1）。由于填充料的加入会引起机

械性能及流变性的改变，所以就不仅要对

借助微波辐射的加热能力，还要对在拉伸

吹膜过程中的可加工性进行定性。

材料要求取决于它的应用

对不同容器的要求根据其用途而变

化，但总是包括尺寸稳定性、阻隔性及一

定的机械性能。在共同研究项目的实例

中，除其它之外人们选择了高密度聚乙

烯 (PE-HD) 作为基体材料。聚乙烯是一

种非极性塑料，它在微波辐射下几乎不

会加热，但是基于其良好的耐介质性、高

度的可用性以及良好的加工性能，仍然被

作为了研究对象。在此人们选择了一台拉

伸吹膜机（型号：ACP5331A，制造商：

Lyondellbasell Industries）。

对相适合的用于微波加热的填充材料

的选择是基于在微波波长范围内的高介电

损耗因数以及基于良好的加工性能而作出

的。基于上述标准，人们选择使用了一种

磁铁（类型：48800，生产商：Kremer 
Pigmente 公司）、一种石墨（类型：

Graphcond 15/95，生产商：Luh Georg H. 
Luh GmbH 公司）以及一种碳纳米管母粒

（类型：Plasticyl HDPE 1501，生产商：

Nanocyl 公司）。磁铁 (MA) 和石墨 (GR)
是粉状颗粒填料，它们的平均颗粒大小是，

磁铁为 d50 = 2.6 μm，石墨为 d50 = 10 
– 25 μm。碳纳米管 (CNT) 以大约 20%
的成分占比预分散到 PE-HD 基体中。

测试体的生产
在实验性调查中，分别以 2%、5% 和

10% 的填充质量占比生产了石墨及磁铁化

合物以及 2% 和 5% 的填充质量占比的碳

纳米管化合物。它们的名称是用填充材料

名称缩写的字母及填充材料在化合物中质

量占比的数值来表述的。比如 5MA 代表

磁铁质量占比为 5% 的 PE-HD 化合物。这

不同的填充材料，比如铜、铝或石墨，可以改善
塑料的可微波加热性。© IKT

控温技术   Temperiertechnik  Temperatur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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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的微波加热

微波不是频率范围在 300 MHz 至 300 GHz 内的电离电磁波。它对辐射的

吸收是通过激发分子中偶极子及多偶极子的振动而实现的。通过这种振动，分

子会按照交变电磁场排列。这时候材料中会产生热量，因为，极化过程及由于

材料特有的特性和结合力而形成的分子排列是会带来损伤的 [7, 8]。非导电且未

填充塑料的微波加热主要是由偶极子及极性分子区域的取向极化导致的介电损

耗而引发的 [9]。在微波频率范围内的低频率时，塑料中的分子或者说分子区域

会遵循磁场的交变。然而，随着频率的升高，材料中自带的力会加大抵御这种

排序的反作用力，比如惯性和摩擦力。这样，极化过程受到抑制且不再完整进行。

通过出现的从交变场到极化的相移，也就是电荷移动的延迟，那些未储存的能

量就会转变成热量。

些化合物的复合制备使用的是一台同向双

螺杆挤出机（型号：ZSK 26 MC，制造商：

Coperion 公司）。紧接着将这些化合物做

成测试体。为了保证微波试验具有相同的

起始条件，人们选择了一个均匀的试验用

板几何形状 (100 mm x 70 mm x 2 mm)。
这些试验用板是在一台实验室液压压板

机（型号：200 E，制造商：Collin Lab & 
Pilot Solutions 公司）上制造的。

频率可调的微波
根据现在的技术水平，只存在对塑料

技术中使用微波加热的不完善的调查。特

别是在拉伸吹膜成型领域里，高效的加热

能带来明显的节约能耗，但这方面的调查

却很少。个别的调查则建立在使用常见的

基于磁控管的微波发生器上 [5, 6]。由于

材料的吸收行为与频率和温度有着强烈的

关联性，并且磁控管会产生一个波长光谱，

因此，能够产生高效的能量传输及吸收的

频率就不可离散控制。使用半导体微波时

通过其新型的方式就形成了一种可能性，

即有针对性地确定频率的最佳值并用来进

行高效的加热。达到这一目的可供使用的

有半导体微波发生器（型号：FM S500/ 
2450-W， 制 造 商：Fricke und Mallah 
Microwave Technology GmbH公司）（图

2）。它所产生的微波的频率范围在 2400 
- 2500 MHz，功率在 0–500 W 之间可调。

与此同时，对反射功率的测量及评估可以

通过一个控制程序来实现。

最佳频率的表征确定
通过对取决于照射波长的反射波的测

量，就可以确定最佳的吸收频率 fopt。低

反射指向了化合物的高吸收率及因此而来

的良好的可加热性。在微波试验的第一步

中，将测定纯填充材料及化合物在室温下

的最佳频率。为此，人们以 10 W 的功率、

1 W 的步长并在 2400 – 2500 MHz 的扫

描频率范围内进行了反射扫描。另一个定

性测量是为确定加热速度。化合物将以最

佳频率 fopt 并在 180 W 的功率作用下加

热 10 秒、20 秒及 30 秒，并接着测定其

其时的温度。

试验结果
根据反射扫描可以发现，在纯填充

料中以及在碳纳米管母粒中，反射及由此

而来的吸收性与照射频率有着较强的关联

性（图 3）。石墨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都

显示了仅为 1% 的非常低的反射率。而磁

铁则显示了非常窄的最佳频率，大约在

2427 MHz。不过，根据不同化合物（图

4 中是碳纳米管的举例）的反射扫描，在

其它测量中得出的最佳吸收频率为 2426 
MHz。当碳纳米管填充质量占比为 20%
时的最佳吸收频率还处于 2405 MHz 时，

随着基体占比的增加这个频率的值会向高

处移动。通过塑料基体的高物质量和高体

积占比，它的反射光谱就占据了影响化合

物吸收行为的主导地位。在其它频率下的

对比性测量证明，fopt = 2426 MHz 时的

加热是最快的。

旁边的表格展示了温度与不同的在

fopt 下的加热时间之间关系的概览。每一

种关系都经过三次测量才确定了温度。如

预期的那样，所有三种填充材料化合物的

可加热性都随着填充占比的提高而增加。

MA 对可加热性有着非常小的影响。CNT
化合物显示了根据填充料占比的最佳可加

热性。通过其极高的纵横比、低渗透阈值

和高微波吸收率，它们提供了可作为微波

加热化合物使用的巨大潜力。不过，它的

可用性及经济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此，

石墨提供了一个替代选项。这种填充料已

图 1：细碎分布的填充料可以使塑料高效
地加热。资料来源 : IKT; 图片 : © Hanser

图 2：Fricke und Mallah Microwave Technology 
GmbH 公司的调频微波发生器。©Fricke und Mallah 

Micro - wave Technology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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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新型拉伸吹膜设备，其中
集成了一个微波天线。© IKT

表格：不同化合物经过微波加热后
的温度概览。资料来源 : IKT

图 3：不同填充材料的微波辐射反射率。
资料来源 : IKT; 图片 : © Hanser

图 4：碳纳米管化合物的反射率范围。
资料来源 : IKT; 图片 : © Hanser

测试（热成型材料定性，TMC）进行的。

新型拉伸吹膜设备的结构
为了将加热预成型件的步骤最佳地

集成到工艺过程中，同时又对化合物的

拉伸吹膜成型性进行检验，两个项目伙

伴 Spritzguß Müller GmbH 公司和 Fricke 
und Mallah Microwave Technology 
GmbH 公司开发了一台新型的拉伸吹膜

设备（图 5）。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共

振施加器，它除了作为微波天线起作用外，

同时也作为拉伸心轴工作。这样就能够先

将预成型件在室温下置入一个模具中、借

助微波照射加热并直接拉伸同时在压力空

气作用下达至其最终的轮廓。周期时间及

拉伸吹膜设备所需要的安装空间能够被大

大缩减。目前在这台设备上正在进行试验，

以检验所生产的化合物是否适合加工。

总结及展望
以填充聚乙烯化合物为例，通过确

定反射扫描证明了加热频率的重要性。

它对效率和加热速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人们利用填充材料磁铁、石墨和碳纳米

管生产了具有不同质量占比的化合物，

并紧接着对其表征进行了确定。借助微

波辐射的加热是通过一台半导体微波发

生器进行检测的。通过在 2400 - 2500 
MHz 之间的频率的精确控制以及同时对

反射率的测量，使人们能够准确地调查

取决于频率的加热行为。PE-HD 尽管缺

少极性，但是通过加入填充料能够成功

地改性，并由此第一次能够借助微波辐

射进行加热。在添加碳纳米管的化合物

中，吸收率可以达到 99%，在变形温度

下的加热时间可达到约 20 秒之短，这意

味着工艺过程的能效提高以及在厚壁预

成型件的情况下缩短周期时间。下一步

将通过对新型拉伸吹膜设备的验证将该

技术实施到生产规模中。

www.ik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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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可供使用，而且当填充比例在质量占

比为 10% 时就显示了比 CNT 化合物更

显著的可加热性。不过，它的使用局限

性在这里是，当填充占比高时其拉伸性

能变坏。拉伸性能试验是借助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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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66 的替代选项
冷却介质在汽车中的循环

至今在汽车上的冷却介质应用中，工件使用的材料一般是聚酰胺 66。但是随
着要求的提高，采用替代材料如 PPS 和 PPA 制造这种工件越来越受到欢迎。
奥迪和大众汽车上用的一种冷却液歧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一家土耳其的汽车零部件供货商 Boreas 公司为其用注塑工

艺生产的冷却液歧管寻找一种技术性高性能的塑料。这个歧管

将装在大众汽车中（图 1）。它的作用主要是调节介于汽车驱

动器与散热器之间的冷却液体的传输。对该工件的主要要求是

具有高的冷却液耐受性和高耐热性以及非常好的焊缝强度。在

开发中，该生产商找到了日本的特殊化学品公司Kuraray公司。

项目一开始他们就考虑了使用聚苯硫醚 (PPS) 和各种聚邻

苯二甲酰胺 (PPA)。至此之前，汽车工业中几乎所有的冷却介

质用工件都使用的是水解稳定的聚酰胺 66(PA 66)。与之相比，

使用其它材料如 PPA 和 PPS 过去和现在常常被认为是“过度

设计”。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看起来观念在转变，这些材料基

于其良好的性能及可用性越来越经常地被用在汽车的冷却介质

应用中。原始设备制造商们在这些应用中越来越经常地考虑使

用像 PPA 和 PPS 这样的材料，因为对耐冷却介质及耐热性的

要求提高了，而且这些要求将来肯定还会继续提高。

项目中开发的冷却液歧管将被用在不同的燃料发动机汽车

中，而且在高温老化条件下（135˚C 下 3000 小时）要具有耐

冷却介质方面的稳定行为（图 2）。最初，Boreas 公司将一种

含 30% 玻璃纤维增强成分的 PPS (PPS-GF30) 确定为用在这

个冷却液歧管上的合适的材料。但是在开发过程中，基于更好

的可加工性，他们决定把这个工件分成两部分，最后再通过旋

转焊接将它们接合在一起。但是 PPS 材料以其所能达到的焊

缝强度较低而知名，所以它就不再被视为用于该工件的选项。

比如，所选定的 PPS 基于其较低的粘度而在旋转焊接过程中

会流过焊缝区域。作为替代选项，PPA 可以在这里取代 PPS。
不过问题是：究竟用哪一种 PPA。

那么哪一种 PPA 是可用的呢？
Boreas 公司调研了不同类型的 PPA，它们在焊接时都比

PPS 具有更好的性能。他们对由 Kuraray 公司推荐的 PA 9T 
Genestar G1350A-M42 材料也做了更深入的观察。特别是在

耐冷却介质及耐热性方面，这种材料显示了非常好的耐受性。

此外还基于其良好的可焊接性，它也是符合这种形式的冷却介

质工件应用的合理的备选材料。在与其它 PPA 材料的比较中，

包括一种PA-6T (PA 6T/X)和一种PA-10T共聚物 (PA 10T/X)，
在 Boreas 公司得到了下述结果：

■ 所选的 PA 6T/X 比 PA 9T 具有更好的焊缝强度。经过对旋

转焊接过程参数的可比性进行必要的改变后，所有的 PPA
类型都具有了近似的焊缝强度。

■ 根据在检测不同的 PPA 类型在 135˚C/3000 小时条件下的

图 1：由于分成两部分的冷却液歧管将采用旋转焊接连
接在一起，PPS 材料就不再被选用了。© Kuraray

图 3：用 PA 9T 制造的冷却液歧管现在既被用在奥迪上，
也在大众、斯柯达和西雅特上有使用。© Kura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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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采用 ISO-A1 测试棒在 50% 冷却液和 50%
水中测得的材料基准：所测试的 PPA 和 PPS 材

料具有比其它通常的PA 66明显高的长期稳定性。
资料来源 : Kuraray; 图片 : © Hanser

水解稳定性的工件检验（根据大众汽车集团的技术交货条件

“TL52682——对冷却液承载部件的要求”）中所得到的非

常好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PA 9T 更适合这种应用，以便满

足对这类工件的非常高的要求。

■ 这些工件还成功地通过了在系列生产条件下的组装检验，这

同样也使该工件在可行性、过程时间优化以及装配速度方面

适合整个应用。采用 PA 9T 可以带来若干优势。

■ 在长时间耐热性方面，PA 9T 也显示了相较于其它材料的明

显优势。

这些结果与 Kuraray 公司所提供的物流及服务包一起让他

们作出了决定，在这个应用中使用 Genestar G1350A-M42 黑

色材料。该材料非常适合用于高要求的冷却介质应用，它们可

以采用注塑工艺生产。该材料以其采用不同焊接技术时都非常

好的焊缝强度使人们可以开发非常复杂的结构。通过其仅为1.40 
g/cm³ 的较低的密度可以降低该部件的整体重量。并且由此还

可以减少碳排放以及延长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此外，Kuraray
公司目前还致力于开发可激光穿透的黑色挤出材料。使用这种

材料将可以成本低廉地且可靠地连接管道和歧管。

使用 PA 9T 制造的 150 万个工件
自 2020 年二月起，这些冷却液歧管被用在了奥迪的

Q2、Q3、TT和A3车上。此外它们还在不同型号的大众（Tiguan、
Golf、Passat和Arteon）、西雅特（Tarraco）和斯柯达（Octavia、
Superb、Kodiaq）车上有使用（图 3）。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每年生产 150 万个这种歧管。Boreas 公司现在已经在进

行延续开发：一种用于连接多个冷却液歧管的新结构下一步将

申报专利。

www.kuraray.com

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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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
偶联剂提高复合材料的性能

风能及电动汽车的重要性的加大导致了对轻结构解决方案需求的增加。它们
必须保证高机械稳定性及可靠性。偶联剂可以加强树脂与增强材料之间的连
接，由此就能够实现更耐用更持久的材料，同时又提高了设计自由度。

在过去几十年里，复合材料已经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

使许多领域的技术变革成为可能，比如作

为风力发电设备及电动汽车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许多情况下，复合材料是作为交联

有机聚合物、基体材料和无机组成成分（如

填充材料和纤维）的组合体存在。这些无

机材料即便在一些领域里承担了某些廉价

填充材料的功能，但是它们会带来整个工

件的性能形态的改善。这些改善表现在比

如像表面质量、阻燃性或耐磨性等。玻璃

纤维和碳纤维等纤维材料主要对复合材料

的机械性能的改善作出贡献，同时又能降

低工件的重量。没有这些无机增强成分的

话，那么为达到减排、提高燃油效率和可

再生能源所需的轻结构材料就得不到转化

实施。

尽管无机成分对复合材料的这些有

利影响，基体材料与无机组成成分之间

的界面被证明是整个体系中最薄弱的环

节，并因此限制了复合材料的性能。因

此，树脂基体与分散相之间更好的接合

可以使机械性能进一步得到改善。进行

优化使其达到所希望的接合的一个简单

的可能性是添加剂，它能够与树脂发生

交联同时又与填充料或纤维形成稳定的

连接。这种添加剂被称为偶联剂，英文

是 Coupling Agents。
偶联剂在有机树脂基体与颗粒填料或

纤维之间搭起来一座桥，它在填料或纤维

使用偶联剂可以改善风力发电系统用复合材料的机械性能。© BYK-Chemie

的表面上建立了更强的连接并在热固性固

化过程中与基体发生交联（图 1）。这种

配方中有机成分与无机成分之间的强连接

使所生产的复合材料的机械性能得到了提

高。一般来说，一种偶联剂中包含至少两

种类型的功能组：首先是活性基团，它在

硬化过程中与基体发生共聚，第二个是表

面亲和基团，它能够粘覆填料颗粒或纤维

的表面。在一个自由基固化体系中，比如

不饱和聚酯或丙烯酸酯树脂，偶联剂就具

有可聚合双键。如果被硬化体通过双成分

机制硬化——即所谓的二元系统，如大多

数环氧树脂或聚氨酯树脂体系——偶联剂

就能够对树脂或硬化剂产生反应。

基体与填料之间的交联
由于偶联剂是作为基体与分散相之

间的连接剂起作用的，那么这种添加剂

就必须为基体与无机相之间的某种特定

组合而设计。所以就不存在能适合所有

相关关系的万能的偶联剂。不过随着时

间的推移，已经有大量的用于基体与增

强成分之间的不同组合的偶联剂供使用。

下面将介绍若干应用举例，其中都值得

使用偶联剂。

石英填充的不饱和聚酯体系的典型应

用有聚合物混凝土、人造大理石和人造石。

在这些应用中人们希望提高特定部件的机

械性能，或者在保持机械性能不变的情况

下减少工件的厚度，由此来降低成本并节

约材料。两者均可通过使用偶联剂来实现。

比如，仅仅加入重量占比为 0.2%（相关

于填充料）的添加剂剂量就能够明显提高

抗弯强度（图 2）。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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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在有偶联剂存在的情况下空腔在缩

小并且树脂与填充料互相紧紧地接合在一

起（图 3）。只要通过偶联剂形成了尽可

能最多的接合点，那么再提高偶联剂的剂

量就并不能使机械性能进一步提高了。

除了改善机械性能外，经过偶联剂优

化的系统还具有其它优点。比如像提高了

耐热水及耐化学性。这就延长了工件的寿

命，并使其在潮湿和温度作用下气泡的情

况降到最低。

用于 CFK 的偶联剂
当需要使用高材料强度及轻重量的

复合工件时，就要用到碳纤维增强塑料

(CFK)。在航空航天业、汽车工业及风能

利用中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些领域里，复

合材料的生产通常是采用 RTM 工艺（树

脂传递模塑）、通过预浸料、借助拉挤成

型或者通过 SMC 技术（片状模塑料）来

进行的，每一种都与不同的树脂基体系统

组合。合适的偶联剂不管是在切割纤维上

还是在织物和织垫上都能够带来抗弯及抗

拉强度的优势（图 4）。

类似于颗粒填料，纤维增强体系在

电子显微镜下也显示了机械性能的改善

（图 5）。不使用偶联剂时，材料失效后

图 1：化合物硬化后的热固性系统、无机增强材料及偶联剂：
偶联剂与树脂的活性基团以及填充料或者纤维的表面形成

连接键。资料来源 : BYK-Chemie; 图片 : © Hanser

图 2：只加入很少剂量的 BYK-C 8000 偶联剂就使
石英填充的不饱和聚酯树脂体系的抗弯强度明显提

高。资料来源 : BYK-Chemie; 图片 : © Hanser

图 3：一种石英填充不饱和聚酯树脂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没有偶联剂的试样（左）比使用了偶联剂的试样（右）有

着明显多得多的空洞。© BYK-Chemie

在纤维表面上仅存留少量的树脂残余。

这明确表明了在纤维与基体之间的粘合

力不足。与之不同的是，当使用合适的

偶联剂时能够看到在纤维表面上仍然存

在大量的树脂残留。在某些情况下，碳

纤维与基体之间的附着力是如此之强，

以致于纤维会被撕裂。

提高老化玻璃纤维的质量
最经常被用来增强化合物的纤维材

料是玻璃纤维。在风能、造船、运动、水

暖及建筑领域里都能够看到玻璃纤维增强

体系的实例。在这些实例中可以通过加入

合适的偶联剂明显提高横向抗拉强度。

在特定的储存条件下纤维丝的质量会

下降，这就是为什么老化的玻璃纤维会导

致最终材料系统有较差的性能。偶联剂可

以补偿这个老化过程，通过它可以让复合

材料具有与使用新鲜纤维材料时近似的性

能。这种效应有助于通过更高的可靠性及

更少的批次波动来改善生产过程。

偶联剂也可以使自由基硬化体系具有

更高的机械性能。由此就可以根据性能要

求调整这种体系，即便其要求超过了材料

本身的典型性能（图 6）。

结论
机械特性值的优化在化合物的配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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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生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尽管单一的

组成成分如树脂、填充料或纤维等仍然有

可能进一步改善，但是它们对整个工件的

性能产生的影响却是有限的。一个替代性

的办法是，优化树脂基体与分散其中的增

强相之间的结合。这些办法中的一个简单

的可能的方式就是添加剂，它能够与树脂

发生交联同时又与填充料或纤维形成稳定

的连接。这些偶联剂的结构必须匹配基体

及分散其中的相的化学特性。

使成本及性能达到
所希望的范围

这里的一个举例是 BYK-Chemie 公

图 4：偶联剂改善了含有短切碳纤维的乙
烯基酯体系的抗弯及抗拉强度。资料来源 : 

BYK-Chemie; 图片 : © Hanser

司的产品系列 BYK-C 8000。它在树脂与

增强材料之间形成了强大的连接键，这

样就可以得到更耐用更强的材料。此外，

通过这些还为材料设计提供了更大的自

由空间。改善的化合物性能对于材料体

系的成本 / 性能比能够达到一个所希望的

范围是起关键作用的。以此，使用偶联

剂即为新型技术解决方案也为节约成本

提供了通道。

偶联剂可以在很宽范围的材料体系中

使用，其中包括环氧树脂、不饱和聚酯、

乙烯基酯和丙烯酸酯树脂等。此外，它们

还能够与各种不同的无机增强材料结合使

用，比如石英、氢氧化铝以及玻璃纤维和

碳纤维。除此之外它们还应用于不同的加

工阶段中，比如用在增强材料的生产中

（填充料和纤维的表面处理）、作为树脂

配方的一部分（用作树脂中的添加剂）以

及在复合材料生产本身中（比如作为二次

上浆或者直接在操作之前或期间）。因此，

偶联剂可以用在价值创造链中的不同环节

上。这就包括了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在内，

比如填充料和纤维的生产商、树脂壳和复

合材料制造商等。企业采用这种添加剂就

可以得到相对于市场常见的材料体系的竞

争优势。

www.by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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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各种自由基固化体系的横向拉伸强度在使用及不使用偶联剂时：
UP 体系的材料性能通过添加剂向 VE 体系的性能方向移动。EV 体系的

机械性能还能够进一步优化。资料来源 : BYK-Chemie; 图片 : © Hanser

图 5：材料失效后的碳纤维表面：不使用偶联剂时看到的是
一个光滑的表面（左），而使用一种合适的偶联剂时看到的
是碳纤维表面上有明显的树脂残留（右）。© BYK-Chemie



57Kunststoff 中国 2022.10



2

车用塑料   Automotive

Kunststoff 中国 202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