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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eku 公司購買了一臺首批發售的
ALLROUNDER 1120 H，將其用於生產
膠印機墨桶。 公司負責人 Helmut
Lehne 對其生產效率、機器設計和內置
的 GESTICA 控制系統大加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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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資訊

出版說明

致尊敬的讀者
時下，人人都在談論「工業

墨西哥的客戶實例也表明了，作為「工業 4.0」組成

4.0」和「數字化轉型」。

部分的 ARBURG（阿博格）中央生產管理系統 ALS

但是，這些話題對我們而言

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使用。

已經屢見不鮮。 因為，我

本期雜誌還刊登了其他主題的豐富多彩的文章，如我

們在自動化、IT 網路化生產

們在世界各地舉辦的活動、大型 ALLROUNDER

領域已擁有 30 多年的經驗，並且是該領域的先驅者

1120 H 和 freeformer 的成功投入生產等等。

– 在產品、服務以及自主生產等方面。
在上一期《TODAY》雜誌里一篇名為《第一要務 4.0》

衷心希望我們的《TODAY》雜誌能為您帶來閱讀

的訪談中，我們詳細介紹了我們的「數字化」戰略。

的樂趣。

本期會著重介紹相關實踐案例。 本期還刊登了有關效
率舞臺這個作為 2018 年技術節亮點的概述；介紹了
六個全新的數字化輔助套裝；對接口這個所涉甚廣的
話題以及在塑膠行業中應用增強現實技術 (AR) 和虛
Michael Hehl
擬現實技術 (VR) 的潛力也都作了介紹。

管理合夥人

技術淺談著重就我們的工業 4.0實例「彈力繩」進行
了介紹。 此外，您還可以在本期中看到我們的客戶是
如何將「工業 4.0」付諸實踐的： 例如，得益於雷射
自動刻印的獨一無二的 QR Code，他們能夠運用交鑰
匙系統實現每個注塑件的即時追蹤。 來自澳大利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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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報告

全新、大型、

Leweku 公司： ALLROUNDER 1120 H 將高品質與面向未來的設計

位

於 德 國 哈 倫 多 夫
的
Leweku
公司是
ALLROUNDER 1120 H
的首批客戶之一。 這臺採用全新
設計並配置新 GESTICA 控制系
統的大型機器對於小而精的操作來
得恰逢其時 – 在日常注塑件生產
中，它從最初就讓公司老闆和員工
折服。

過MES系统实現訂單信息、生產計
划、圖紙和生產流程數据均在每台
机器的触摸屏上无紙化顯示。 將
來，ARBURG（阿博格）中央生產管
理系統 ALS 也會投入使用，以充分
利用機器的其他功能。 它可實現每
週 16 班作業，主要應用於汽車、電
子和玩具行業。 每天累計需更換大
概五到六次模具。

當 ARBURG（阿博格）剛剛推出
新的旗艦產品 – 鎖模力為 6500
kN 的 ALLROUNDER 1120 H
時，我們正在為自主研發的墨水匣
尋找新的大型機器。 對於我們是
第一批購買這一創新機器並實際
投 入使用的公司之一，這 点我感
到萬分自豪。 可以說，它把我們從
『朝三暮四』的狀態中解放出來
了。」Leweku 公司負責人 Helmut
Lehner 調皮地眨眨眼說道。
在購買 ARBURG（阿博格）的
這臺大型機器之前，該公司已為其
高科技生產購買了 16 臺自動化
ALLROUNDER 並投入使用。 通

產品個人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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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臺全新的大型機器為配合新
墨水匣的生 產，安裝了熱流 道控
制器、冷 卻水回路系統以 及 溫控
和調色等周邊設備，並配備有對接
ARBURG（阿博格）中央生產管理
系統 ALS 的界面。 用於膠印的 2
升裝墨水匣「DK2」由 6 個零件組
成。 它們擁有出色的專利密封系
統，能在操作壓力下安全打開和關
閉。 ALLROUNDER 1120 H 製造
桶體，注射量為 1000 g。 由一台
立式 MULTILIFT V 40机械手完成
取放件。

today 67/2018

對 Leweku 公司負責人 Helmut Lehner 而
言，ALLROUNDER 1120 H 是他公司生產的
一大亮點（上圖）。 GESTICA 控制系統讓工
作人員覺得機器操作的確有趣（中圖）。 這臺
大型機器用於墨水匣的注塑生產（下圖）。

、令人折服
  
高性能驚豔四座

「我太驚訝了，這臺新的大型機
器從一開始就運轉得非常良好。
其在設計、人體工程學和功能性上
的融合讓我尤其驚豔。 這讓人有
一種感覺，那就是
ARBURG（阿
博格）的設計完成得恰到好處。」
Helmut Lehner 嘆服地說。 通過
一級階梯可以方便地進入模具區，
通過安全門可以輕鬆找到界面，與
GESTICA 控制系統和用於快速設
置的 EASYslider 打交道也都特別
有趣。 操作人員對能夠跟這臺酷炫
的大機器共事都感到十分驕傲。

由於 Helmut Lehner 已經完
全被這臺全新的 ALLROUNDER
1120 H 所折服，因此他已經在考慮
購入下一臺機器： 而同樣採用全新
設計並搭載 GESTICA 控制系統的
混合動力 ALLROUNDER 920 H，
將來會用於為汽車行業生產外殼。

INFOBOX

照片： Leweku 公司

公司名稱： Leweku Kunststofftechnik
GmbH（Leweku 塑膠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 Helmut Lehner 於 2012 年
成立
公司位置： 德國哈倫多夫
年銷售額： 360 萬歐元（2017 年）
生產占地面積： 約 1000 平方米
員工人數： 24
經營範圍： 汽車、電子科技、玩具、印
刷、化妝品
產品： 專利墨桶、0.05~1g 注塑件、安裝
所用設備： 17 臺鎖模力為 400~6500
kN 的 ALLROUNDER
公司網址： www.leweku.de

企業

新功能令人嘆服
freeformer 用戶日： 用戶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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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年 4 月，來自全歐洲的
約 40 名增材製造領域專
家於「freeformer
用户日」
勞斯博格在相聚。
活動重點是
ARBURG（阿博格）塑膠無模成型
技術 (APF) 的全新硬體和軟體功
能以及用戶群經驗交流。 下午，專
家們親身上陣完成了材料鑒定的改
進。
在四場專家演講中，來訪用戶中
的塑膠無模成型技術 (APF) 的專
家們闡述了他們在使用 freeformer
時取得的進展。 例如，改進了切片
軟體，並令所有 freeformer 客戶可
以免費更新。

ARBURG（阿博格）專家們在 2018 年專家
日就 freeformer 進行演講，並在專業講座中
介紹了其當前和後續發展（上圖）。
在研討會上，與會者瞭解了一些材料鑒定的要
訣和技巧（左圖）。

新功能提升零件品質

新功能包括：「智能」自動生成一
個匹配部件的支撐結構、填充速度
可調節以及一套能更好地可將第一
層黏著到底板上的策略。 此外，
控制系統的操作界面更加舒適，原
料增材效果也重新得到提升。 這
些改良不但提高了生產流程的穩定
性，也提升了零件品質。 「目前，
我們對於一些材料是有標準型材
的，這些可用於生 產擁有和注塑
件100％ 相同機械性能的零件。」
ARBURG（阿博格）塑膠無模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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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組組長 Agnes Kloke 強調。當
然，如果需要，也可以為這個開放系
統为客户定制化地調整流程參數。
參與材料改進實踐

下午，與會者與 APF 專家們一
同將所學付諸實踐。 整個過程中，
專家們參與了機器和材料的準備，
共同確定了最佳溫度與塑膠液滴
形 狀，製造出增材 測試件並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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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析。
最後，在總結環節，
開發和塑膠無模成型技術部主管
Eberhard Duffner 博士展望了他的
開發團隊目前正在從事的工作的前
景。 與會者對硬體和軟體的當前和
後續發展計划都表現出濃厚興趣，
也收穫了很多要訣和建議。

技術節

面向數位化
高效舞臺： 聚焦數位化轉型

「

數字化轉型」是 2018 年
ARBURG（阿博格）技術節「
高效舞臺」展示內容的焦點。
「面向數字化」這一口號包含三方
面內容： 在「面向輔助」這一標題
下，我們將介紹 6 個全新的輔助
套裝。 「面向視覺」部分對未來進
行了展望，並闡明了增強現實技術
(AR) 和虛擬現實技術 (VR) 的利
用前景。 最後，在「面向連接」部
分，ARBURG（阿博格）就所涉甚
廣的 OPC UA 和 EUROMAP 作
了介紹。
「Wir sind da，同樣也體現在數
字化上。」ARBURG（阿博格）銷
售總監 Gerhard Boehm 認為「高
效舞臺」是其中的亮點。 「面向輔
助」部分介紹了全新的數字產品：

「ARBURG（阿博格）目前有 6 套
輔助系統上市，這些數字化產品能
為客戶創造更多效益。」Gerhard
Boehm 說道。

自動駕駛。 實現這一目標的基礎是
一套功能強大、面向未來的控制系
統。

「面向輔助」 – 6 個全新輔助套裝

「面向控制」 – 面向未來的
GESTICA 控制系統

技術總監 Heinz Gaub 補充道：
「核心是『智能』注塑機及其控制
系統，其為操作人員提 供輔助系
統。 因此，無論他的資歷如何，他
都可以非常有效地生產出高品質的
塑膠部件。 這臺機器也是『智能』
的，因為它能通過眾多連接模組與
其環境進行通信，並不斷發送和接
收數據。 它還會監控自己的生產
流程，並通過自帶的控制電路來保
持自己處於穩定運行狀態。」未來
的目標是解放操作人員 – 類似於

新一代控制系統將會逐步將全部
已有的 SELOGICA 功能集成進來。
更重要的是： 控制系統的選擇對
機器的性能沒有任何影響。 目前
的 SELOGICA 系統和面向未來的
GESTICA 控制系統之間的區別僅
在於「人機介面」(HMI)。 GESTICA
控制系統的介面符合智能移動終端
的「外觀和感覺」要求。 同時展出
的還有首次亮相的 GESTICA 控制
系統的移動版本。 我們在另一個展
臺介紹了 ARBURG（阿博格）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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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節

六套數字化輔助系統
「4.安裝」 的功能為引導設置。
機器操作人員能得到參數設置與輸
入方面的積極支持，這樣他們就有
更多時間用於生產任務。

「4.生產」 為經驗豐富的操作人
員提供了更多靈活性與編程上的自
由。 特別是，它簡化了特殊工艺和
复雜模具編程工作。

「4.啟動-停止」 簡化了生產啟動
流程、減少啟動部件並提高產能。
該套裝特別適用於要求較高的使
用多組件和熱流道模具的情況。

「4.監控」是一套對生產過程和品
質進行詳細監控，並全程對過程進
行記錄的輔助套裝。 它監控您的
設備狀態，能及早知悉生產流程偏
差。

「4.優化」提升了零件品質並降低
了單位生產成本。 過程和效率的
個別優化功能包括模具關閉時注
射、跨循環預塑和擴展鎖模力。

「4.服務」 通過線上服務快速為
客戶提供遠程幫助，因此能提高機
器可用性。 全新的 ARBURG（阿
博格）遠程服務 ARS 是固定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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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管理系統 ALS 通過資訊技術
聯網進行注塑生產的可能性。 移動
應用程式是展示焦點所在。
「面向視覺」– 增強現實技術和虛
擬現實技術的前景

「面向視覺」展示區對數字化的
前景進行了展望。「在
ARBURG
（阿博 格），我 們 不僅 把 數 字 化
視為一種產品和服 務，而且希望
它能 給整 個公司帶來 新 氣 象。」
A R B U R G（阿博 格）首席財務官
Juergen Boll 強調說。「為此，我們
在最高管理層組建了一個核心團隊。
」與來自技術、銷售和 IT 領域的專
家一同，ARBURG（阿博格）正在同
步、有針對性地推動這一業務。 例
如，在未來，和一個「數字化的雙
胞胎」 – 一個實體機器的虛擬形
象一起工作，將是很有意思的。 此
外，ARBURG（阿博格）還致力於其
產品和服務的數字化，以進一步提
高客戶的生產效率。
「高效舞臺」就「增強現實技術
(AR)」作了介紹，展示了如何在未
來通過增强現实技術和虛拟信息技
術來改善服务。 在虛擬現實 (VR)
區，參觀者們能夠「真實」地感受、
體驗數字化的
ALLROUNDER
1120 H 並領會其中錯綜複雜之處。
在 這裏也可以看到鎖模單元的細
節，這在現實世界中是看不到的。

「面向連接」 – OPC UA 和
EUROMAP 端口的新發展

2018 年「高效舞臺」展示了眾多創新： 包
括極富想像力的 GESTICA 控制系統，六個
全新的輔助系統以及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

在「端口咖啡廳」中，眾多參觀
者得以在「面向連接」的口號下與
A R B U R G（阿博格）的專家們就
OPC UA 和 EUROMAP 的最新動
態進行單獨交談。 「我們向許多感
興趣的人解釋了 OPC UA 以及新
的 EUROMAP 端口的功能和優勢。
」ARBURG（阿博格）軟體開發部
主管 Juergen Peters 總結道。「另
外，我們還能夠展示為工業 4.0 相
關業務提供的新的解決方案。」
自 2010 年以來，ARBURG（阿
博格）一直使用 OPC UA 這一開
放式通信平臺，該平臺可通過以太
網實現不同控制系統之間的特定
數據交換。 它應該成為注塑機、機
械手系統和周邊設備之間的通信與
聯網的國際標準。 OPC UA 構成
連接模組的基礎，連接模組則包括
如 ARBURG（阿博格）中央生產管
理系統 ALS 和新 ARBURG（阿博
格）遠程服務 ARS 等。
目前有大量針對製造商特製的
端口。
ARBURG（阿博格）已經
與其他機械製造商的專家共同致
力於 EUROMAP 77（MES 系統）
的應用，並在 未來一到兩年內實
現 EUROMAP 79（機械手系統）
和 EUROMAP 82（周邊設備）的
應用。 此外，ARBURG（阿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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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例（上圖從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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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向連接」這一口號下，ARBURG（阿
博格）就端口和 EUROMAP 進行了介紹（
左圖）。
通過對目前不採用和未來採用
EUROMAP 82 進行數據傳輸作比較，可
以體現出 OPC UA 在與周邊設備聯網方
面的優勢。

還與周邊設備供應商密切溝通，並
所有準備使用配備了 OPC UA
已經開發出基於 OPC UA 的解決 的 注 塑機 的人，都 可以在 未 來 使
方案。 其中包括 Gammaflux 公 用許多有趣的連 接模 組，並統一
司的熱流道控制器。 現在，可以通 交換、分析和存檔大量數據。
因
過 SELOGICA 控制系統直接控制 此，他們也就為呼應工業 4.0 的要
這些功能 – 最多可以控制 120 個 求和生產數位化做好了充分準備」
流道。 這一點對於多腔模具的溫控 ，JuergenPeters 深信。
特別有意義。 另一個例子是來自
Reinhardt Technik 公司
的的 LSR（液態矽橡膠）
定量送料系統。 在這裏，
周邊設備的參數也通 過
SELOGICA 進行檢索，並
將 數 據集存儲在 那裏。
影片
因此總能與模具相適應。
高效舞臺

目前： 沒有 EUROMAP 82 的數據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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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通過 EUROMAP 82 進行數據傳輸

企業

生產過程數字化
服務： 技術服務在全球範圍內的高效協調

新

的新的SAP系统支持
「mobileX」可以實現全球
ARBURG（阿博格）服務
技術人員的更加個人化和快速的協
調。 通過對服務流程進行數字化，
他們的工作可以更加靈活地以更前
瞻與高效的方式進行策劃。 這樣
能進一步提高客戶機器的利用率。

「我們採用了新工具是從客戶利
益角度出發，提供及時全面和以解
決方案為導向的服務」，ARBURG（
阿博格）技術服務部主管 Thomas
Mattes 總結出上述優勢。 「借助
跨平臺服務應用程式，我們的服務
技術人員可以在白天快速輕鬆地通
過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更新當前
狀態。 這樣調度員員就可以根据他
們的狀態來安排技術人員的日常和
每週的調試、改裝和維修等巡視工
作，我們的調度員可以以更靈活、
有前瞻性和高效的方式進行規劃。
」客戶來電由服務熱線接聽並記錄
在 SAP 中，這樣也能為其他國家的
客戶服務。

詳細規劃，快速服務
通過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ARBURG（阿

我們會和客戶就技術服務事項的
緊急程度、可能需要的備件的庫存
以及可支配的資源進行協調，然後
轉給維修技術人員。 借此，技術人
員可以立即知道涉及到哪個客戶、
哪個方面以及哪臺機器。 他可以
事先瞭解技術細節，並通過導航系
統找到作業地點。 如果需要備件，
該服務就會鏈接到備件訂購頁面
上，調度員和維修技術人員可以一
目了然地查看已訂購了哪些部件以
及它們處於哪種運輸狀態。 目標
是：備件和維修技術人員同時到達
客戶處。 最後，客戶將會通過電子
郵件收到 PDF 格式並署名的服務
報告。Thomas Mattes 描述如下轉
變： 「我們客戶的優勢顯而易見：
通過改進計划獲得更快捷的服務、
耗時更短以及能直接獲得所有任務
相關數據和備件。 這使我們的服
務更具個性化，也更經濟，而且適
用於全球所有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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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格）服務技術人員能始終保持線上狀態。

到 2019 年可在全球範圍內使用

德國總部及全球大部分子公司
已在使用該軟件。 隨後，中國將於
2018 年 6 月使用，新加坡、馬來西
亞、泰國和印尼在 2019 年也能使
用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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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業走向成功
PPC Moulding Services 公司： ALS 提高了生產效率

P

PC Molding Services 私人有
限公司總部位於澳大利亞雪
梨，自 1989 年以來一直致力
於開發和製造熱塑性塑膠和 LSR
（液態矽橡膠）材質的醫療精密部
件。在 2007 年所有權和領導層
變動後，其銷售收入增加了十倍。
能取得這一成就，ARBURG（阿博
格）在製造複雜產品方面的高水準
及其中央生產管理系統 ALS 至關
重要，其中後者將公司澳大利亞和
馬來西亞的製造基地聯繫了起來。
PPC Moulding Service 公司負責
人 Grahame Aston 解釋了公司得以
快速增長的原因： 「我們專注於那
些對其他人而言可能太具有挑戰性
的難度較大的任務和應用。」
成功合作

「決 定 我 們 成 功 的 因 素 是 與
ARBURG（阿博格）的合作關係」
，Grahame Aston 接著說道。
「那些機器規格、模具、配件和自動
化方面的專家建議對我們而言十分
寶貴。 除此之外，ALLROUNDER
的可靠、精度和工作流程的穩定程
度以及我們從 ARBURG（阿博格）
及其澳大利亞貿易夥伴 Comtec 公
司獲得的廣泛的應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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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PPC Moulding Services 公司

一 個成 功的 例子 是金屬板 上
LSR（液態矽橡膠）密封件的自動
射出成型。 在這個例子中，等離子
處理和雷射標記被整合到製造過程
中。 取放件由一臺 MULTILIFT 機
械手系統和一臺六軸機械手系統協
同完成。 同樣要求嚴苛的還有電氣
接線端子的包胶注塑，即通過超聲
波將接線端子焊接到帶有銅絲鑲件
的彈力通風管處。 為此，PPC 公司
使用帶滑臺的立式 ALLROUNDER
375 V。
ALS 造就更高效

自 2007 年以來，所有 PPC 公
司的工廠都在使用 ARBURG（阿博
格）中央生產管理系統 ALS，這是

today 67/2018

PPC 公司負責人 Grahame Aston（上圖，左二）被
生產現場的產品品質所折服。 幸虧有了 ALS，他能
夠在手機上隨時查看生產過程（下圖）。

實現高效生產的關鍵。 Grahame
Aston 認為，能通過筆記型電腦和
智慧型手機查詢是主要優勢之一：
「因為我經常在世界各地出差，所
以對於能夠隨時關注詳細生產資訊
這一點感到真是太棒了。 作為一名
企業家，這給了我安全感，並且這
是一個重要的決策工具。」多虧了
ALS，我們可以精准地確定生產利
用率，以便為生產時間以及模具和
機器維護作出最優規劃。

客戶報告

助於按時交付高質量的產品，不僅
能夠滿足、甚至能夠超越客戶的期
望。

為了確保高標準的 LSR 產品（上圖）的品
質，會進行 100％ 目視檢查（左圖）。

面向未來

「未來，我們的目標是追求更大
的可追溯性，並計划將更多周邊設
備（如雷射打標設備）整合到 ALS
中」Grahame Aston 說。 「ALS 的
工業 4.0 意義上的持續發展令我
們確信，我們會繼續獲得在我們成
長道路上所需要的支持。」

INFOBOX

所 有 模 具 資 訊 和 自動 化 資 訊
的數據集都由計划部門直接轉到
SELOGICA
控制系統的「準備層
面」中。 這提高了安全性，縮短了
改換設備時間，並簡化了設置。 由
此，OEE 指數（整體設備效能）已
經顯著提高。 另一個優勢是可以實
現全程追蹤。 機器和生產環境中
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會被即時發現、
記錄和監控。 Grahame Aston 總
結說： 「我們可以看到每個被按下
的按鈕和所有警報並監控所有重要
誤差。 如果有什麼不對之
處，我們可以立即作出回
應，並儘快讓生產回到
正軌。」所有這些都有

公司名稱： PPC Moulding Services
私人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 1989 年；2007 年公司易主
公司位置： 澳大利亞雪梨、馬來西亞
新山市
年銷售額： 年均 5000~7000 萬歐元
生產占地面積：澳大利亞：7500 平方
米；馬來西亞：3000 平方米
員工人數： 約 340 名
產品： 熱塑性塑膠和 LSR（液態矽橡
膠）材質的醫療產品
所用設備： 50台ALLROUNDER
公司网址：
www.mouldingservice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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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

照片：Christian A. Werner

美國塑膠及模具技術展
覽會
在美國奧蘭多舉辦的三年一度
的塑 膠 貿易展 上的亮相，展現了
ARBURG（阿博格）最強大的海外
市場的重要性。 真正意義上的最

全球亮相
展會： 在中國、德國、意大利和美國成功參展

2

018
年上半年，ARBURG
（阿博格）的參展日程排得
很滿。 3 月份的技術節後是
4 月份的中國國際塑膠橡膠展覽
會 (Chinaplas)、漢諾威工業博覽
會、5 月份的美國塑膠及模具技術
展覽會 (NPE) 和意大利米蘭塑膠
展 (PLAST) 以及眾多地方性的展
會。 各地反饋不同凡響： 新機器
首次亮相、創新應用和交鑰匙解決
方案以及「工業 4.0 和數字化」等
主題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者
前往 ARBURG（阿博格）展臺。

照片：XXXXXXx

漢諾威工業博覽會
在德國漢諾威舉辦的世界領
先的工業博覽會上，A R B U R G
（阿博 格）的所有展品 都圍繞
「連通性」展開。 工業 4.0
的 實 例 是 重 點：灵 活 生 產 个
性 化 的 彈 力 繩，客 户 的 要 求
可以 通 過 線 上 整合 到注 塑 生
產工艺中。
此外，還展出了
freeformer、ARBURG（阿博格）
中央生產管理系統 ALS 和其他
工業 4.0 組件。

照片 ：X XX XX XX

大亮點是混合動力 ALLROUNDER
1120 H，它成功迎來了它在美國的
初次亮相。 共計展示了產品線中
的九款機器、交鑰匙解決方案等產
品。

中國國際塑膠橡膠展
覽會
這是亞洲塑膠行業最重要的
交易會，今年首次在中國上海的
國家會展中心舉辦。 ARBURG
（阿博格）不但大幅擴展了
展 臺，展 出 了 五 款 展 品，還
首 次 展 出 了一 臺 大 型 機 器
ALLROUNDER 920 S。另一個
亮點是用於輕質部件的物理發
泡工藝 ProFoam，這也是在亞洲
首次展出此類展品。

RG （ 阿 博
照 片 ： AR BU

格）照片拍攝

： ph ot ov isi on

室
-d h 攝 影 工 作

意大利米蘭塑膠展
在意大利，我們有兩個理由
可以 慶祝：其一是我們在 米蘭
舉辦的意大利米蘭塑膠展上取
得了巨 大 成 功，其二是意 大利
A R B U R G（阿博格）分公司在
2018 年慶祝其成立 25 周年。此
次展會的亮點是採用全新設計且
搭載面向未來的 GESTICA 控制
系統的混合動力 ALLROUNDER
820 H，這是其在 ARBURG
（阿博 格）母 公司之 外的首次
亮相。 工業 4.0 相關產品和
ARBURG（阿博格）中央生產管
理系統 ALS 也備受關注。

快速達
寶僑公司：

客戶報告

達到量產水準

提高打样生產效率

德

國創新中心 (GIC) 是寶僑
公司的智囊團。 在德國
克朗伯格工廠，正在開發
脫毛和牙科護理用消費品並投入
批量生產。 寶僑公司自 2014 年
以來一直是 ARBURG（阿博格）
freeformer 增材製造領域發展合作
夥伴的首批客戶之一。 其中一個目
標是顯著减少打样模具的數量。

寶僑公司20 多年來一直致力於
增材製造 (AM) 行业，並且自 2006
年以來也轉向塑膠加工領域。 到目
前為止主要使用傳統的 AM 工藝
製造設計樣品，以及用在自己的生
產中進行裝配和處理任務的機器人
夾具。
「在我們的技術中心，到現
在還在使用兩臺
freeformer，為
的是能夠用原始材料打印样品」
，Franziska Kaut 解釋道，她很可
能在 2018 年使用該 freeformer
完成關於「增材製造部件的邊界層
和斷裂力學特性」主 題的博士論
文。 「例如，對於我們的剃鬚刀和
電動牙刷，我們使用經 FDA 批准
且具有化學抗性的特殊塑膠。 然
後，freeformer 生產功能部件，我
們會進一步優化並詳細檢查其機

械性能。」該開發工程師通過例如
高速視頻的方式，直觀地展示出熔
化溫度如何影響料滴噴出和結構形
成。
顯著優化功能部件

為了確定試樣的填充程度和拉伸
強度，她進行了大量的 CT 掃描和
拉伸試驗。 她能夠通過工藝優化來
顯著提高原始 PP (Moplen) 部件的
品質。 結果發現密度為 99.8％，機
械強度在 y 方向上提高了約 30％
。 因此，當在 y 方向上安裝時，增
材製造的部件的性能數值幾乎相當
於注塑件的性能數值。
到目前為止，GIC
每年需要大
約 100 個注塑試驗模才能開發新
產品。
它們的生產不但昂貴，而
且非常耗時。 使用 freeformer 的
ARBURG（阿博格）塑膠無模成型
技術 (APF) 可明顯加快從打样到
批量產品的過程，因為可以立即實
施結構改進，設計優化和新想法。
因為只需簡單地創建新的 STL 檔
並將其導入分層軟體，從而取代了
生產模具或替換部件。

寶僑公司開發工程師 Franziska Kaut 在她撰寫
博士論文的過程中用該 freeformer（左圖）工
作。 通過工藝優化，如在開發剃鬚刀清潔底座
時，它明顯改善了原型部件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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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報告

原始 PP 制原型

一個目前的例子是用於電動牙
刷的刷頭部件。 freeformer 在
這裏用於開發新產品的方面，從
而生 產出第一批用於 開發 測試
的原型。
這些原型必須像「真
實」部件一樣承受高機械載荷。
「一 個成 功的專案 實 例 是電 動
剃鬚刀清潔底座的原型部件。」
Franziska Kaut 補充說。 「使用
freeformer之後，我們加快了開發
時間，並且用原始 PP 和特殊支
撐材料製造出具有所需機械和化
學性能及耐溫性能的功能部件。」
由於一個剃鬚刀由多達 70 個塑
膠部件組成且備件要維持十年，
因此在未來，增材製造也將成為
工業增材製造領域巨大潛力的話
題。 「我們從一開始就一直致力
於 AKF 工藝的基礎，並積累了專
業知識來準確理解系統的工作原
理。
現在我們已經準備好使用
freeformer 來用一些我們的原始
材料快速生產出具有明確屬性的
優質部件」，Franziska Kaut 總結
道。 第一個目標已經實現了。 她
的下一個挑戰是鑒定材料 POM。

18

她建議初學者首先從 ARBURG
（阿博 格）現有的材料資料庫中
通過簡單塑膠積累流程經驗。 與
ARBURG（阿博格）的聯合開發專
案也將在未來為寶僑公司開拓更多
的 freeformer 應用領域。

用於原始 PP 功能原型的增材製造的
freeformer 的應用例子有 Oral-B 電動牙刷
的牙刷頭（左圖）和 Braun 剃鬚刀清底座的
部件（右圖）。

INFOBOX
公司名稱： 寶僑公司德國創新中心
(GIC)
公司位置： 陶努斯山克朗伯格經營範
圍： 專注於脫毛（美容）、口腔護理
（口腔護理）、護髮（護髮）。
員工人數： 大約 900 名 (GIC)
商標： 如 Braun(R) 和 Gillette(R)
（剃鬚刀）、Oral-B(R)（牙刷）
、Head＆Shoulders(R) 和 Pantene(R)
（洗髮水）
公司網址： https://de.p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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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報告

容易具有彈性
LKH 公司： 交鑰匙系統實現不同部件的可追溯性

為

了製造用於汽車空氣
懸 架 系 統 的 塑 膠 部
件，LKH Kunststoffwerk
Heiligenroth GmbH & Co. KG 使用
了兩個靈活的 ARBURG（阿博格）
交鑰匙系統。該系统可生產六种不
同部件，并且通過鐳射站，每个部
件都有自己的數据矩陣代碼（DM
代碼）实現可追溯性。

作為海格爾的 Friedhelm Loh 集
團的塑膠部件中心，LKH 公司在中
央總部德國的海利根羅特進行製造
業務。 在那裏，不僅為集團的其他
企業生產塑膠部件，如 Rittal，也為

自己的客戶群生產塑膠部件。 其中
包括來自汽車、電氣和機械工程領
域的知名國內和國際客戶。
專長 GFK

LKH 的專長是加工玻璃纖維增
強塑膠 (GFK)，用於生產汽車行業
的最高強度部件。 例如安裝在豪華
級車輛中的空氣懸架系統組件。
两套系统，六种產品

同產品產品包括由 GFK 製成的壁
厚較厚的实現和連接元件 – 有些
採用鋁制法蘭或鋼圈作為穩定插入
件。
LKH公司向OEM厂商提供上下气
囊和開關閥。過些部件被焊接到其
他部件上組成成品供應給车厂
。
LKH 公司的工藝流程管理主管
Thomas Ritter 堅定支持交鑰匙系
統： 「我們在選擇時除了性價比
外，主要考慮的焦點是裝置的自動
化和人體工程學。

為此，LKH 公司使用兩套完全相
同的交鑰匙系統來靈活製造六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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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是當務之急

集成 DM 碼雷射

我們希望令生產自動化，因為通
過傳統方式無法滿足產能的需求。
在這兩套生產系统中，我們都生產
種類多樣的、具有高玻璃纖維含量
的、聚醯胺半成品。」這些以及其
他任務就令與總承包商合作很有意
義，該承包商始終掌握專案的所有
主題，並且 LKH 公司能夠提供具
有意義的全面建議。 「為了完成這
項苛刻的任務，我們在 ARBURG
（阿博格）找到了一個這樣的解決
方案。 而且，我們再次與所有相關
部門進行了詳細的效益值分析後，
訂購了另一套更大的注射單元裝
置，這一事實證明了這種合作非常
成功。」Thomas Ritter 繼續說道。
交鑰匙系統被對稱安放在機器
大廳中。 部件的注射成型在液壓
ALLROUNDER 920 S 上進行，其
具有 5000 kN 的合模力，具有含耐
磨損螺杆的注塑單元 2100。 整個
部件的拿放分別由六軸及機械手系
統負責。

打開模具後，六軸機械手系統的
夾具首先將注塑件從一個半模上取
下。 然後它將預熱的嵌件放入的另
一半模具中。 隨後，機械手系統將
澆口取出放在傳送帶上並將注塑件
傳送到雷射站，在那裏進行 DM 代
碼的貼標說明及其檢查。 同時，夾
具從抽屜式系統中取出嵌件，並將
它們放入預熱站。 然後添加兩個
預熱的嵌件。 機械手從雷射站中取
出雷射刻印過的注塑件並將其放置
在傳送帶上。
該雷射刻印可實現部件精確追
溯，在汽車行業由於責任問題，這
是強制性的。 此外，通過 MES 系
統可以精確地記錄部件生產情況，
從而實現自動化。 以前，這些代碼
是手動應用於所有部件的。 這些
模具使用要求苛刻的澆口解決方
案。 為避免混淆，適用於不同模具
的夾具採用顏色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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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LKH 的專案經理 Frank Loerchner（左）
和工藝工程師 Dieter Schneider 在驗收勞斯博
格 ARBURG（阿博格）的交鑰匙系統時對其性
能表現非常高興。 而在實際應用中也證實了這
第一印象。

在集成雷射站（左上）中，每個注塑件都會
收到一個個人化的 DM 代碼（左下），因此
可以隨時進行跟蹤。

未來會更自動化

INFOBOX

整個脫模、測試和放件過程在注塑
機規定的循環時间內進行，工藝可靠
性和精度都很高。 交鑰匙系統設計用
於多種操作。
Thomas Ritter 看到未來自動化的
更多潛力：「我們已經有很多帶有機械
手系統的機器，這些機械手系統可以
取出和放置部件以及連接到裝置，例
如，用於製造帶有泡沫墊片的電子部
件。 但是，我們會進一步提高自動化
水準，因為我們相信，批量生產的產量
和精度可以進一步提高。 當然，我們
會再次與 ARBURG（阿博格）商談。」

公司名稱： LKH Kunststoffwerk
Heiligenroth GmbH & Co. KG
成立時間： 1983
公司位置： 德國，海利根羅特
經營範圍： 汽車、電氣和電子
產品： 技術部件如玻璃纖維部件和
阻燃部件
員工人數： 大約 200 名
所用設備： 大約 50 臺注塑機，其中 20
臺 ALLROUNDER
公司網址： www.lkh-kunststof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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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業

我們的成功故事
分公司： 隆重舉辦落成典禮及周年慶

奧地利 ATC 揭幕儀式上具象徵意義的鑰匙交
接（左起）： 銷售總監 Gerhard Boehm 和管理
股東 Renate Keinath。

照片： Markus Heindel

奧地利的新場地

2

018 年 3 月 9 日星期
五，A R B U R G（阿博 格）在
奧地利克雷姆山谷因策爾
斯多夫 正 式 開 設了新 的 技 術中
心 (ATC)。 在 100 位來賓的见
證下，A R B U R G（阿博 格）股 東
Renate Keinath 象徵性地將鑰匙轉
交給奧地利 ARBURG（阿博格）分
公司的總經理 Eberhard Lutz。
「新
ATC
的開幕是我們在
奧地 利市場能力的重要里程碑，
並 突 出 表 明 了 這個 非 常 有 机 挑
戰 性 的 市 場 對 我 們 的 重 要 性」
，Renate Keinath 在開幕致辭中
強調說。
「近幾年來，我們加強
了奧地 利的 銷售和服 務團隊，並
成功實施了眾多專案」，這位管理
股東說道。
此外，ARBURG（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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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格）銷售總監 Gerhard Boehm
就不斷 增長的客戶群發表意見：
「我們的整個產品種類組合在奧地
利的所有行業都非常受歡迎，自動
化解決方案和交鑰匙專案也日益增
多。」約 300 平方米的新 ATC 在
此為擴大技術領域諮詢的供應，拓
展備件物流和擴大培訓提供了最佳
條件。
銷售總經理也出席開幕活動宣佈
人事變動： 「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Oliver Giesen 將接管奧地利
分公司的管理，因為 Eberhard Lutz
即將退休。 這個奧地利 ARBURG
（阿博格）的新任董事總經理是注
塑工藝和自動控制方面的資深專
家，並且在公司工作了 30 多年。
他成功地建立並拓寬了交鑰匙工程
領域，並於 2017 年接替 Eberhard
Lutz，進行德國分部管理。」
today 67/2018

Oliver Giesen 從 2018 年
7 月起擔任奧地利
ARBURG（阿博格）的總
經理。

企業

英國 ARBURG（阿博格）25 周年
執行董事 Juliane Hehl 將
ARBURG（阿博格）週年紀念牌交
給分公司經理 Colin Tirel。

值

此成立 25 周年之际，
ARBURG（阿博格）有限公
司舉辦了一个為期两天約
90 名來賓参加的活动。 2018 年 5
月 15 日晚，管理股东 Juliane Hehl
和 Eugen Hehl 以及銷售总经理
Gerhard Boehm 出席了本次活动。

博格）的市場份額都在強勁增長。
這個成功故事的里程碑是建造了沃
裏克的 ARBURG（阿博格）大樓，
皇家公主安妮作為英國皇室代表參
加了其開幕式。
在新的場地，該分公司能夠顯著
拓寬其服務範圍。 今天，為汽車、
電子、包裝和醫療技術行業進行製
造的客戶範圍涵蓋從中小型本地製
造公司到全球範圍內擁有生產設施
的大型全球企業。 這些由分公司經
理 Colin Tirel 及其 25 人團隊管理。

A R B U R G（阿博格）在英國的
活動始於 1967 年，當時第一臺
ALLROUNDER 被出售給 R A
Labone 公司。 通過一個貿易夥伴
多年的市場支持，該公司於25 年前
成立了自己的分支機構，多年來，英
國和愛爾蘭市場以及 ARBURG（阿

墨西哥 ARBURG（阿博格）十周年

在

2018 年 4 月 10 日，墨
西哥 ARBURG（阿博格）
分公司與約 150 名賓客
慶祝其成立十周年。 其中包括管理
股東 Juliane Hehl 和銷售總經理
Gerhard Boehm。

ARBURG（阿博格）決定建立自己
的分公司，由 Guillermo Fasterling
管理。 墨西哥 ARBURG（阿博格）
團隊現在擁有 25 名員工，公司位于
Oueretaro為國內和國際範圍內的汽
車、電子、玩具和包裝行業客戶提供
全面服務。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
來，ARBURG（阿博格）一直活躍
在墨西哥。最初由代理商負責市場
和客户開发。 多年來，塑膠行業一
直穩步增長，越 來 越多國際性的
大公司在墨西哥成立生產基地。
由於巨大的市場潛力，2008
年

照片： Eduardo Cisneros

管理股東 Juliane Hehl 向分公司經理 Guillermo
Fasterling 祝賀墨西哥 ARBURG（阿博格）分公司成
立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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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領先者
Evenflo Mexico 公司： ALLROUNDER 365 天全年全天候生產

E

venfo 品牌作為嬰兒護理產品
製造商的良好聲譽並非偶然：
自 2012 年以來，該公司一直
是墨西哥 Kimberly-Clark 集團的
一部分，其專門生產嬰兒用品，包
括奶瓶和嬰兒奶嘴。 在注塑成型
方面，該公司完全依靠液壓和混合
ALLROUNDER。
自从收購以來銷售額的迅猛增
长顯示了合并的成功： 在 2012 年
至 2017 年間，僅在墨西哥 Evenflo
產品的市場份額就從 48％ 上升至
68％。 總而言之，其市場從墨西哥
經過中南美洲延伸到美國和加拿
大。
大型混合動力 ALLROUNDER

這些
ALLROUNDER
用於
Evenflo 生產的各個不同領域。其
中 ，两台大型混合ALLROUNDER
720 H和920 H 生產各种Kimberlyclark品牌经典包装的溼紙巾盒的翻
盖式封盖。另一方面，使用 11 臺液
壓 ALLROUNDER 製造不同的液
態矽橡膠產品以及 PP 制部件和不
同的嬰兒奶瓶共聚物。 由於衛生要
求，液態矽橡膠機器在潔淨室內生
產。
此外，Evenflo 還生產吹塑件，例
如嬰兒奶瓶，這些奶瓶在高度自動
化的生產環境下進行下游印花（例
如，歸功於迪士尼主題的許可）並
進行組裝。
ALLROUNDER 始終使用多型
腔模具，其中大部分都具有熱流道
系統。 如，嬰兒奶瓶的 PP 制螺旋
蓋是在 16 型腔的熱流道模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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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venflo

生產，翻蓋式封蓋是在 24 型腔的
熱流道模上生產。 為了提高產量，
兩臺大型混合機器配備了叠模。 墨
西哥 Evenflo 運營經理 Benjamin
Cardoso 對 13 款 ALLROUNDER
的 性 能 表 現 感 到 非 常 激 動。
「ARBURG（阿博格）機器是全球
市場上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注塑
機之一，同時具有出色的性價比。」
螺旋帽和翻蓋式封蓋的循環時
間約為 14 秒。

today 67/2018

快速且高效

瓶蓋的日產量約為 10 萬件，翻
蓋式封蓋約 15 萬件。 特殊解剖
形狀的液態矽橡膠嬰兒奶嘴，使用
液壓 ALLROUNDER 製造。 Emde
公司的大部分模具都有 16 個型

客戶報告

ALLROUNDER 920 H（左）提供足夠的空間
來提供重要的生產資訊。
除了濕紙巾盒的翻蓋式封蓋，Evenflo 還注塑
了各種奶瓶（下）。

腔，並配有特殊的冷流道噴嘴。 還
配有 Elmet 公司的矽膠配料系統。
日產量約為 32000 個零件，循環時
間約為 16 秒。 「為了讓 Evenflo
獲得一套完整的液態矽橡膠系統，
所有 ARBURG（阿博格）組件都
經過特別優化和匹配。」ARBURG
（阿博格）S.A. de C.V. 墨西哥分
公司的銷售顧問 Pedro Mora 解釋
道。
根據 Benjamin Cardoso 的說
法，自 2006 年以來的現有合作
不僅基於技術，而且最重要的是
Evenflo 和墨西哥 ARBURG（阿

博格）專家之間的個人接觸： 「這
就是為什麼我們也能夠負擔起每年
365 天，每週七天，每天 24 小時
製造我們的機器。 在售前和售後
部門，我們也感覺受到了 ARBURG
（阿博格）很好的照顧。 我們所有
的問題都可以通過技術服務或應用
工藝得到及時回答。 所以我們通常
在第一次請求時就能得到任何地方
都可運行的解決方案。」

INFOBOX
公司名稱： Evenflo Mexico, S.A. de C.V.
成立時間： 1920 年在美國，自 1956
年在墨西哥
公司位置： Cuautitlán Izcalli，
Estado de México，作為墨西哥
Kimberly-Clark 的十一個地點之一
生產占地面積： 5900 平方米加上
9600 平方米的倉庫空間
行業： 嬰兒護理
產品： 圍兜、攜帶和助行器、小瓶和嬰
兒奶嘴、消毒器、奶瓶加熱器、杯子、玩
具、用於濕紙巾盒的翻蓋式封蓋
員工人數： 400
所用設備： 13 臺合模力從 70 到 5000
kN 的 ALLROUNDER 注塑機
公司網址：www.evenflofeeding.com.mx

技術淺談

技術淺談
碩士工程師 (BA) Oliver Schaefer，技術資訊

更多附加值
多功能並經濟地進行批量生產

更

高的多樣化程度，更短的
產品壽命週期，逐漸增強
的個性化產品需求： 從單
件的塑膠製品的生產到批量經濟
生產是當前注塑行業的任務之一。
這需 要靈 活的「按 需」自動 化 生
產。 如何通過智能的交鑰匙系統
來成功生產各種變型的彈性拉線。
盡可能靈活生產的起點是客戶需
求的整合 – 以及線上注塑成型
過程。 ARBURG（阿博格）在工業
4.0 示例「彈性拉繩」上展示了如
何在實踐中實現這一點。 長度/顏
色和尾端部分（鉤子或扣眼）的組
合可以自由選擇。 各個所需的變體
通過生產單元的終端輸入。 這些訂
單數據通過 OPC UA 直接傳輸到
中央 SELOGICA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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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實現生產自動化

多樣化可使用的整體概念

在下一個循環中，工藝流程將得
到調整，所需產品將由交鑰匙系統
配合垂直 ALLROUNDER 375 V
「按需」製造 – 靈活的從一次注
射到另一次注射，無需換模。 為了
這個目的，首先將彈性拉繩從捲筒
切割成所需的長度，並且通過等離
子體處理將端部拼接起來。 懸掛
六軸機械手系統負責自動準備不同
的嵌件。 這十分適合靈活處理剛性
部件，同時在小空間內提供高功能
性。 這樣可以將整個自動控制節省
空間地集成到機器的占地面積內。
與使用線性機器人系統的解決方案
相比，交鑰匙系統的空間需求幾乎
減半。 與此同時，位置的改變被大
大簡化，因為消除了各個部件相對
於彼此的水準校準。

然而，自動控制的選擇和安排提
供了進一步的優勢： 當機械手系統
從後面進入時，模具區域可以從前
方自由進入。 這令垂直機器還可以
用於手動工作。 例如，生產過程可
以在日班中手動運行，在夜班期間
進行高度自動化地無人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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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次注射到另一次新的變體

具有四個型腔的組合模具用於變
體更換，而不需要換模： 各兩個用
於扣眼和鉤子。
拉繩末端按照訂單排列放置在各
型腔中，SELOGICA 控制系統控制
這些型腔通過熱流道噴嘴進行注
射包封。 完成的彈性拉繩最終由機
械手取下並從裝置中提取出來。

技術淺談

1
2

4

不再
是大量
生產塑膠
部 件，而 是 在
未來越來越頻繁地有效實施多種
變體系列，例如汽車行業的電纜批
量生產。 對此，靈活性是必須的。
產品設計、模具和自動控制的聰明
概念與全面的數據交換和客戶要求
的結合在製造過程中同等重要。 「
拉繩」的例子非常貼近現實地展示
了工業 4.0 的意義和潛力。

3

在製作個人化的拉繩變體時，線上輸入期
望值 (1)，繩索切割成相應尺寸 (2)，並通
過等離子體處理 (3) 來將其端部拼接起
來。 在插入模具 (4) 後，末端最終用選定
的端部件注射包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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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觀且智能

快速又精準

符合人體工學還實用

大型且 高效
富有美感與設計情感
遠見且顯著

大型且高效？ 在此都能夠實現！ 我們的 ALLROUNDER 1120 H
將電動快速性和準確性與液壓動力性相結合。 並且通過創新的
GESTICA 控制系統，我們的操作將不但直觀，還會更為智能—這
就是高科技，將為您帶來更多樂趣！
www.arbur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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