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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的灵感来源于专业杂志 K-Profi
的某期德国塑料工业展览会 (Fakuma) 专
刊，借鉴其中的 ARBURG（阿博格）数字
转型这一主题，IT 部门同事 Carolin Humm
采用类似方式聚焦这一主题。

出版说明

致尊敬的读者
新年伊始，但愿您的 2019

激发灵感，大胆创新 – 这一方针同样贯穿在这一期

有个良好的开端 – 今年又

的“TODAY”中。即便已经迈入增材制造领域将近

是 K 展年，是整个塑料领域

30 年，Thomas Teufel 仍然敢于涉足新的领域。在采访

都将为之激动兴奋的年度。

中，这位专家诠释了现今的 3D 生产如何让一切皆有可

因为在这次世界领域的博览

能，例如采用 freeformer。在用户报道中，我们也将向

会上，仍将一如既往的指引未来的征程。对我们而言

您介绍了他们已经成功踏足的全新领域。这其中也包

也是如此。想必您此刻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吧！ 在

括 Kokinetics 公司，我们的大型 ALLROUNDER 1120 H 的

此，我可以向大家透露一点：我们将继续推进“Road

首批客户之一，以及 Lumitec 和 Ash Cloud。作为新手，

to Digitalisation (通往数字化的道路)” – 与您共同努

他们拥有足够的勇气进入要求严苛的注塑领域。

力。不论您是已经踏上数字化道路，还是正准备启动

在技术节上、在我们参展的全球展会上、在阅读我们

数字化转型：我们都将全力支持，并与您同行。想对

的客户杂志“TODAY”时，都让我们激活您的灵感吧。

您的未来征程一探究竟，就请莅临技术节亲身体验
吧，这将是 2019 K 展前又一盛事。

衷心希望这期杂志能为您带来阅读的乐趣。

Renate Keinath
管理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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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增材思维 –
创造附加值
Teufel Prototypen：freeformer 扩充了增材制
造原型零件的产品系列

位

于德国翁特法尔海姆的Teufel
Prototypen 公司，在增材制造领
域拥有几十年丰富经验。该公司
采用各种不同工艺进行生产，2018 年起更引
入了 ARBURG（阿博格）Plastic Freeforming。在
采访中总经理 Thomas Teufel 详细阐释了选
择 freeformer 的原因，对产品进行增材制造
的有利时机，以及这个过程中提出的要求。

术和包装行业的客户。此外，在成品投入量
产前，用普通塑料进行增材制造产品，即可
在量产前提前测试其各项性能。还有一个
优势是可生产弹性体 TPE 产品和耐负荷的
硬胶/软胶结合产品。因此，我目前已经在计
划添置一台新的 freeformer 300-3X，用于进
行三组份加工。

“TODAY”杂志：您在生产中采用了哪
些制造工艺？
Teufel：早在 1991 年，我们
便已经开始使用 FDM（熔丝叠
加成型）机器，1998 年引入了
首台感光固化快速成型 (STL)
设备，2006 年首次采用激光烧
结技术 (SLS)。从 2018 年秋季
起，我们新增了首台 freeformer
200-3X。由此，作为全球首家“
纯粹的服务提供商”，我们也可
提供 ARBURG（阿博格）Plastic
Freeforming (APF)。
“TODAY”杂志：何种原因促
使您扩充您的产品系列呢？
Teufel：对批量一致性部件
（即原材料制成的产品）的需求
正日益增加。2005 年起投产的
ALLROUNDER 注塑机和实验模可满足小批
量生产需求。现在有了 freeformer，我们也
可以开始提供小批量的批量一致性部件。
“TODAY”杂志：APF 部件主要向哪些
客户提供？
Teufel：freeformer 具备可加工原始塑料
颗粒的决定性优势，因此将首先吸引医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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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杂志：对 APF 部件的需求
如何？
Teufel：非常理想！ 这还只是短时间之
内。2018 年 10 月我们在德国塑料工业展
览会 (Fakuma) 的展台上展示由 freeformer
进行增材制造。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
兴趣，展会结束后就已经有客户有意订购
freeformer。

总经理 Thomas Teufel 以优化的夹具为
例，阐述了增材制造的普遍优势（左图）
和 freeformer 在采用原材料进行柔软部件

具取消了附加导管和装配工序。而且减轻
了重量。由此，机械手可实现更快速和更
精准的作业，设备的产量也将显著提升。

制造方面的潜力（左图）。

“TODAY”杂志：您对增材制造有怎样
的期许？
Teufel：首先是针对现有产品，希望采用
增材制造能够实现更优质和更低成本的生
产。然而这只适用于十分之一的状况，因为
这些部件都是针对其他生产工艺设计的。
正确地运用增材制造更意味着开发增材制
造 (AM) 的潜力，以便创造附加价值。

“TODAY”杂志：作为专家，您对您的客
户以及增材制造的相关企业有怎样的建议？
Teufel：增材思维是大势所趋。我们始终
践行我们的座右铭“Creating the future”，为
客户提供全面的支持，例如为增材部件设计
提供指导大纲。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
他工艺多年来的专业知识无法完全照搬到增
材制造中。幸运的是增材制造已经融入到职
业培训和大学学习中，因此年轻一代的设计
师们可以将所学知识代入到企业中去。这是
持续推进增材制造的重要一步。

“TODAY”杂志：您能具体描述下吗？
Teufel：通过 AM 可以非常理想地实现
部件优化。机械手夹具便是一个很典型的
案例，其原本由铝材制成。我们与客户紧
密合作，针对夹具的增材制造共同进行了
全新的设计。由于其内置空气导管，塑料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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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OX
公司名称：Teufel Prototypen GmbH
成立时间：1985 年由 Karl Heinz Teufel
创立
公司位置：德国翁特法尔海姆
年销售额：490 万欧元 (2018)
经营范围：增材制造、铸造技术、
高速切割、快速制模、模型制造
员工人数：48
行业：汽车工业、医疗技术、消费品工业
产品：模型、原型和小批量产品
机械设备：六台用于增材制造的机器，
其中包含一台 freeformer
公司网址：www.teufel-prototyp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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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一览无余
ATCM：用于交钥匙系统的全新 Scada 系统

全

新的 Scada 系统 ARBURG（阿
博格）交钥匙控制模块 (ATCM)
实现了复杂的交钥匙系统的过
程可视化，并将所有重要过程和质量数据
根据产品特性进行汇总。由此可对单件产
品和组装产品进行 100 % 追溯。ARBURG
（阿博格）在 2018 年德国塑料工业展览会
(Fakuma) 以生产水平仪为例，对此过程进
行了展示。
每台 ATCM 都安装了一个特定的接口，
这仅可用于新的交钥匙设备。执行这项工
作的前提是配备一台带 OPC-UA 接口的
ALLROUNDER。ATCM 收集生产单元中每个
工作站的数据并以事件驱动的方式，根据零
件的特点，用不同格式将数据组传输到评估
系统中。
采用中央 HMI 终端（人机界面）可令整
个方案系统的重要功能可视化。其中包括记
录图形、系统状态和警报，以及摄像检测结
果。注塑机、自动控制和周边设备 - 例如激
光器、扫描仪、图像处理系统和测量装置 –
会将各自的重要数据传送至 ATCM。将优先
通过 OPC UA 实现通信，在某些周边设备上
通过 TCP/IP 接口实现通信。

每个部件的编号和编码

ATCM 将产品特定过程参数与检测结果相关
联，并通过一台配备触摸屏面板的 HMI 终端，

通过在注塑过程中分配注射编号，每件
产品将在 ATCM 中自动获得一个编号 (ID)
。想要对部件进行清晰的追溯，只需提取部
件后识别标记即可，例如采用二维码标记。
数据组将分别在规定的间隔内提供给评估
系统，例如 ARBURG（阿博格）中央生产管
理系统。
在 2018 年德国塑料工业展览会上，一
套复杂的交钥匙系统生产即可使用的水平
仪，这套系统由一台电动机 ALLROUNDER
470 A、一套 MULTILIFT 机械手系统和一个
装配工作站组成。这个过程还包含多个检测
步骤，并在每台水平仪上标记二维码。ATCM
从注塑过程和摄像检测中收集信息，并通过
二维码将信息分配给相应产品。访客可以用
智能手机扫描这些二维码，即可在产品特定
网站获取相关过程数据。

动态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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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方案系统的关键功能实现可视化。

交钥匙解决方案

杰出的解决方案
fischer automotive systems：用于多种卷帘类型的灵活的交
钥匙系统

在

位于密歇 根州奥本山的美国
生产基地，fischer automotive
systems 生产用于梅赛德斯 GLE
级车中控台的活动组件，中控台配备一个
卷帘。卷帘上的独立叶片在一台大型双组
份 ALLROUNDER 920 S 上完成注塑后，在
交钥匙系统中完成部分组装，随后又与外部
零件安装完成最终产品。

制造部门负责人 Dan Saari、工艺工程
师 Izet Cejvanovic 和设备维护经理 Jon
Anderson（左起）全程见证了美国
fischer automotive systems 的交钥匙项
目的始末。注塑和装配组件与装饰元

“由于装饰卷帘要实现多种类型和大批
量生产，我们一直在寻求一套非常灵活的交
钥匙解决方案”，制造部门负责人 Dan Saari
阐释道。复杂产品要求采用精确的双组份注
塑和要求严苛的装配。此外，一如既往的较
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也尤为重要。
“在从
计划到实施的整个过程中，ARBURG（阿博
格）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一套非常
智能的解决方案”，Dan Saari 强调了这一点。

件构成了完整的卷帘（上图）。
照片：fischer

这套灵活的交钥匙系统的核心为一台合
模力为 500 吨的液压双组份 ALLROUNDER
920 S，并搭载两台集成到 SELOGICA 控制
系统中的 KUKA 六轴机械手。为了保证产品
质量和产品可用性，将装配过程直接整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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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钥匙系统中。此外还包括一个冷却站及一
台振动传送带，更配备一个手动装配的双滑
台，用于外部装配零件的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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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钥匙解决方案

中央 SELOGICA 对过程进行管理
“通过中央 SELOGICA 的用户界面，
我们能够对交钥匙系统进行简便清晰的
控制和监督”，美国 fis c h e r 工艺工程
师 Izet Cejva n ovic 认为这是一项巨大
优势。除此之 外，还可通 过 机器 控制器
对热流道、温度控制和闭式喷嘴系统进
行调节。
双组份 ALLROUNDER 920 S 配备一套
8+8 腔模具，目前可采用玻纤增强 PA6 材
料生产出 8 个独立叶片。转盘旋转系统精
准旋转 180 度后到达下一位置，在每个
叶片上注射两个弹性体 TPU 密封唇。密
封唇用于避免在行车过程中中控台的卷
帘发出噪声和异响。注塑参数将持续处
于监控中，并且不良品将立即从过程中提
取出去。
大型六轴机械手 KR 30 采用一套复杂且

8

针对此应用专门设计的夹具。它可将 8 个硬
胶/软胶结合成品部件取出，并将其放置在一
个配备 48 个位置的冷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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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六轴机械手进行装配
遵循先进先出原则，机械手随后将抓取
8 个已冷却的叶片和一个通过双滑台输送

复杂的交钥匙系统（左上图）集注塑和装配
于一身。一个由双滑台输送的外部元件
（左下图）与 8 个完成注塑的叶片压合成用
于卷帘的组件（右上图）。
照片：fischer

的带预装把手的元件。零件将逐一放置在装
配工作站内。在运行的注塑循环中，可进行
组件的装配。首先将叶片推在一起，随后进
行翻转。
在下一个工作站内，一台 Agilus 六轴机械
手将采用要求严苛的旋转动作，依次将两个
卡夹穿入两个叶片之间指定的芯轴内。这些小
零件事先由振动传送带进行传输。在下一步骤
中，将卡夹与叶片压合。随后大型 Agilus 将再
次将完成装配的组件取出，并将其放置在传
送带上。从系统中取出组件，并随后进行客户
定制化处理，例如采用木材装饰或塑料涂层。
“在项目生命周期内，按照这种方式可
生产约 160 万件此类汽车工业产品”，Dan
Saari 强调并确信道：
“采用这套灵活且高生
产效率的交钥匙系统，我们已经为要求严苛
的汽车工业要求做好了最充足的准备。”

INFOBOX
公司名称：fischer America Inc.，
fischer automotive systems GmbH & Co. KG
的子公司
成立时间：1998
公司位置：美国密歇根州奥本山
员工人数：196
行业：汽车行业 1 级供应商（Daimler、
Audi、BMW、Chrysler、GM、Porsche、
Rolls Royce、VW 等）
产品：高品质轿车内饰件，如储物箱、通
风系统和多功能组件
机械设备：26 台注塑机，其中 19 台合
模力 250 至 5000 kN 的 ALLROUNDER
公司网址：
www.fischer-automotive-system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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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在此协调一致
KEBO：Gerold Keller 和 Andrew Sargisson 把 ARBURG（阿博格）视为重

K

EBO AG 位于瑞士莱茵瀑布旁的诺
伊豪森，是一家享有盛誉的高端
模具生产商，产品面向医疗和包装
技术，并且自 1979 年公司创立起便成为
ARBURG（阿博格）忠实的合作伙伴。在采
访中，业务经理 Gerold Keller 和销售经理
Andrew Sargisson 谈及双方在包装行业富
有成果的协同合作，同时也通过实例展示
了客户如何从中获利。
“TODAY”杂志：从您的视角出发，您认
为 KEBO 和 ARBURG 为何如此契合？
Keller：我们和 ARBURG（阿博格）同样是
典型家族企业，拥有众多供职多年的员工。我
们都能够凭借专业能力和高新科技应对特别
的要求。ARBURG（阿博格）拥有完全相近的
思维倾向和颇具实用主义的方式方法；在人
性化与技术性层面，一切都能够协调一致。
“TODAY”杂志：2009 年，ARBURG
（阿博格）凭借其专门设计的机器重点瞄
准包装行业之前，您也曾经提问过：认为最
理想的特征是什么。那不正是非常开放式
的交流吗？
Keller：完全如此，我们都给予对方不遗余
力的支持。为了进一步开发 ARBURG（阿博
格）包装专用机，我们针对薄壁件设计了专
用模具。型腔数量实现多样化，从而可在多
种不同尺寸机器上选用 2 腔、4 腔 或 6 腔
模具进行生产。
“ T O D AY ”杂 志： 如 今，混 合 动 力
ALLROUNDER HIDRIVE 包装专用机已成
为 ARBURG（阿博格）在包装市场上的龙
头产品。能否举出一个要求特别严苛的项
目实例？
Sargisson：好的，一台供应给中国客户的
370吨锁模力的ALLROUNDER，其注射单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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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KEBO

820，采用6腔模具，可在仅约 5.9 秒的循环时
间内，生产六个容量 750 ml 的薄壁贴标杯。
我们使用高端的测量传感系统，对热流道模
具进行了优化。在这方面我们突破了技术限
制：即便在 1:400 的极端长径比率情况下，仍
然实现了完整的模具填充。客户虽然投资成
本贵了，但事实证明加上运营成本–核算单件
成本，生产成本可以降低三分之一。
Keller：如此要求严苛的项目仅可在机器
制造商、模具商和机器人制造商之间开诚布
公的合作基础上才能实现。ARBURG（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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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BO 业务经理 Gerold Keller 和销售
经理 Andrew Sargisson（上图左起）
十分重视与 ARBURG（阿博格）的合
作伙伴关系，并且珍视与包装团队间
的开放式交流（右图）。

格）机器采用我们的模具技术后，其性能令
众多客户惊艳，因为注射和循环时间以及产
量都相当出色。

采访

要包装合作伙伴
“TODAY”杂志：你们是如何与合作伙
伴研究出共同理念的呢?
Keller：针对注塑机规格，涉及到抽芯和
水路接头方面，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作为
模具制造商可以对其进行预先规定。随后他
们完成那边的工作，最后进行设备组装、测
试和验收。一个优秀案例便是最近实现的酸
奶杯项目，此项目借助高效的协商得以顺利
完成，并带来了切实的附加价值。
Sargisson：客户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认
为 ARBURG（阿博格）和自动化生产商共同
合作实现的项目必然万无一失。如今，采用
三台配备 8 腔模具的混合动力ALLROUNDER
720 H 包装机能够实现的产量，已经赶超先
前采用五台其他注塑机。

到达临界点。一台混合动力包装专用机
ALLROUNDER 920 H，配备我们的 12 腔模
具，能够非常理想地应对此次挑战，从而使
ARBURG（阿博格）最终拿到了订单。在组装
阶段，ARBURG（阿博格）罗基希尔分公司的
技术人员全程跟踪。
Keller：我们和 ARBURG（阿博格）始终
保持忠实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在极大的信
任基础上协同合作，无论在哪个国家。我
们、ARBURG（阿博格）都从中获利，当然首
先还是惠及我们的客户。

“TODAY”杂志：ARBURG（阿博格）以
其售后服务和优质的结构化全球销售网享
誉全球。您能够从中获利吗？
Sargisson：当然！ 在美国，自 2011 年
起我们便与一家客户建立起了联系。当时
生产的是圆锥形航空杯，成本压力已经

INFOBOX
公司名称：KEBO AG
成立时间：1979 年由 Alfons Keller 和
Charles Bodenmann 创立
公司位置：瑞士沙夫豪森州诺伊豪森
员工人数：大约 80 名
行业：医疗、制药、包装
产品：采用注塑模具和冷流道技术进行
开发和制造
公司网址：www.ke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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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ce to be!
ARBURG（阿博格）技术节 20 年：1999 年以来一直是塑料领域之家

2

0 年来，ARBURG（阿博格）每年春季
都在劳斯博格总部举办技术节。它已
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行业盛事，自
1999 年初次举办至今，共有来自 50 多个
国家的近 88000 名受邀专家到访。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 超 越：A R B U R G
（阿博格）技术节。
“如果当时知道，我们会
更好地保护这个称号”，ARBURG（阿博格）
市场营销和企业联系部门负责人 Christoph
Schumacher 微笑着说道。但是人生中难免
事后诸葛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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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节

技术节上的汹涌人潮：相较于先前的展厅
（上图），如今的客户中心（下图）显著扩

1999

充了展品和应用的展示空间。

纵览全局和全新商机

2018
技术节持续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提供超过 50 款配备各领域不同应用
的展品、专家报告和企业内部参观，每年吸
引着成千上万的宾客来到劳斯博格：客户和
意向人士，当然也包括记者。国外访客的比
例逐年提升，如今已超过 40 %。更重要的
是：近半数宾客均为初次造访！ 专业访客
们将受到 600 多位 ARBURG（阿博
格）同事的亲切接待 – 此为另一
个成功因素。

意向人士们可借此契机纵览 ARBURG（阿
博格）的产品线全貌，并了解其生产能力。多
年来的客户们则希望了解到最新趋势和创新
技术，针对自身生产发现新的商机。
2013 年起引入的高效舞台介绍了各种面
向未来的主题，并通过实践体现它们的意
义，因此备受访客青睐。
在 2019 年 3 月 16 日至 19 日举办的技术
节上，将以“Road to Digitalisation”为核心。在
高效舞台上将展示数字产品和服务，例如辅
助软件包（参见第 26 页技术浅谈）和全新的
ARBURG（阿博格）客户门户网站。
同时，在客户中心和交钥匙部门的展品
上，在服务区域内、在专家报告中，以及在
参观过程中，
“数字化”将始终作为重要主
题重复出现。
在线获取预告信息
日程内容丰富多样，绝对值得一探究
竟。如果您想要提前了解相关信息，请访问
ARBURG（阿博格）网站获取产品和
报告主题概览。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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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报告

闪耀的标志
Lumitec：借助 ARBURG（阿博格）成功进入注

电

子发光薄膜的应用已成为位于瑞
士盖斯的 Lumitec AG 的核心竞
争力。从而衍生出多项“智能”应
用，例如用于汽车领域运动型座椅的背光面
板。在没有注塑机能够进行高品质模内贴标
量产的情况下，ARBURG（阿博格）不仅运用
其机器技术，更首先凭借应用技术专业知识
为其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由此，自 2013 年
起 Lumitec 相当“顺利”地亲自接手面板的
注塑生产。
运动座椅面板作为识别载体和“欢迎标
志”内置在座椅靠背中，并在通过遥控钥匙
或门把手打开车门时，可发出彩色背光。因
此，这款产品对光学也有很高的要求。
严苛的光学要求
黑色表面要求具备钢琴漆品质和极高
的耐高温特性，部分表面需耐皮革洗剂腐
蚀。Lumitec AG 的 CEO Emil Enz 在描述其
较高的技术障碍时说：
“我们选择用热预变
形代替了 HPF 工艺（高压成型工艺），才解
决了所面临的光学挑战。这意味着，薄膜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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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成型，而是采用注塑工艺实现最终成
型。此处需要采用注压工艺。”
过程优化成就卓越
试生产阶段出现了诸多问题，当时没有
注塑机能够为 Lumitec 实现产品的高品质
量产。一项关于注塑设备的自动化优化问询
摆在了 ARBURG（阿博格）应用工程师的面
前。位于劳斯博格的专家们尝试对过程进行
改进。很快便查明，只有对模具进行变更，
才能够实现优化。经过一天的集中试验便已
建立了生产数据组，并给出了进一步进行模
具优化的建议。
在分析框架内，Lumitec 得知了如何借助过
程和监控图形对过程进行优化，以及如何对
图形进行解读分析。隔天，瑞士人便已经考虑
采购相应的 ALLROUNDER，ARBURG（阿博格）
方面也感到相当意外。自 2013 年 10 月起，一
台配备可旋转合模单元的 ALLROUNDER 270 S
便已集成到 Lumitec 的一套生产线中。在这
台配备垂直合模单元和注射单元的机器上，
通过热成型步骤的预成形薄膜被嵌入到模具
中，并采用注压工艺进行后注射。

客户报告

压领域

背光运动型座椅面板（左图）在生产中要求
极其严苛。采用 ALLROUNDER 270 S 对电子
发光薄膜进行后注射（右图）。
照片：Lumitec

进入要求严苛的技术领域
所有工艺步骤都要求具备严密监控的
流程，尤其是涉及到预成形和注塑过程
时，Emil Enz 确信道：
“从历时六个月的模
具设计，到注塑机的购置，再到具备量产能
力的过程实施，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
整个过程，从根本上得益于来自 ARBURG
（阿博格）应用技术和来自巴林根的德国
IfK 塑料技术工程局的大力支持。由此，我
们才有勇气从一无所知开始，成功直接打入
要求严苛的注塑技术领域。”
从购置 ALLROUNDER 以来，Lumitec 已
生产出第二代面板，在位于盖斯的生产
厂房中，此过程可自动针对新薄膜进
行调整。

INFOBOX
公司名称：Lumitec AG
成立时间：1986 年由 Emil Enz 创立
公司位置：瑞士盖斯
员工人数：约 15 名
行业：汽车、航空航天飞行、钟表、
工业物资
产品：电子发光薄膜和系统
公司网址：www.lumitec.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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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Kokinetics：ALLROUNDER 1120 H 生产百万件产品

位

于德国克里夫特尔的 Kokinetics
GmbH 的客户名单几乎包含了所
有全球著名的汽车集团，与之相
应的，也需要高质量的机械设备。2018 年 2
月起，采购了两台配备 650吨合模力的自动
化混合动力 ALLROUNDER 1120 H。在这两
台大型 ARBURG（阿博格）机器上，采用纤
维增强材料生产具有深度调节功能的汽车
座椅轿车建构板。
Kokinetics 生产部门负责人 Reiner Amberg
对 ALLROUNDERn 1120 H 表示满意：
“我们先前主要进行金属加工，开始内部
塑料加工仅三年半时间，我们采用两台大
型 ALLROUNDER 进行三班制运转，可完全
实现洁净且高品质生产。”首次使用新型大
型机器的体验相当满意，虽然在实际生产中
也会出现一些小的适应性问题。
“这些小问
题我们能够自行解决，或者通过与劳斯博格
的全球专家进行交流来解决。因而我们从项
目初期就只需与一家设备制造商合作，并且
与 ARBURG（阿博格）专家保持密切联系”，
Reiner Amberg 语气肯定地说。
建构板领域全球市场领导者
根 据汽 车工 业 的 各项 相 关 要求，
Kokinetics仅用长玻璃纤维填充 PP 材料进
行加工。批量生产各种可深度调节的座椅
建构板。Kokinetics 在此领域堪称市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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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了使用多腔模具，需要在大型注塑机
上生产 – 目前采用 ARBURG（阿博格）的
ALLROUNDER 1120 H。
1120 H 恰逢其时
Kokinetics 是大型机器的首批客户。Reiner
Amberg 对此表示：
“我们在项目计划阶段就
意识到，在产品生命周期内需要达到 如此
高的产量，采用两腔模具无法实现。由于
我们的厂区空间不足，目前采用层叠和分
级模具的多种方案进行生产。最终选择了
三台尺寸为 1120 H 的机器，其相当于六台
ALLROUNDER 720 S，所需空间可节省接近
一半。”如今首批两台 1120 H 与其他所有
ALLROUNDER 一样持续运转，进行百万件
产品生产。
四个建构板的注射重量为 1.124 克。
“模具的安装相当简便”，Reiner Amberg 着
重指出。
“其配备一条用于进行无浇口注塑
的热流道，以及外露和隐藏的闸板。采用这
样的模具，我们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在不间
断的生产中制造零件。”这两台注塑机中集
成的 MULTILIFT V 40 机械手系统采用横向设
计，并特别配备双臂垂直轴，其可在车间高度
范围内进行作业。其搭配的启动吸盘夹具模
块将零件从模具内取出，将其旋转 180 度并
放置在一个中转站内。夹具从那里提取建构
板，并通过左/右旋转精确垂直插入塑料罩及
小型装载架 (KLT) 上，以便后续进行装配。

客户报告

：连续运转
作为交钥匙合作伙伴，ARBURG（阿博格）
将机械手系统和放件周边设备一同打包进项
目中。项目管理负责人 Hicham Amriui 认为
另一个巨大优势在于，整个系统已经在劳斯
博格安装调试，并且提交了样品。由此，可在
交付和验收之后直接进行高负荷运转生产。
“得益于位于劳斯博格的部门以及位于
沃尔姆斯的服务中心的周到服务，我们也
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们会立即听取我们对
全新 ALLROUNDER 1120 H 的反馈，Reiner
Amberg 深知。

均配置机械手系统，并将于 2019 年夏季投
产。
“添置第三台大型 ALLROUNDER 1120 H
后，我们将可实现年产量约 2000 万件”，生
产部门负责人对此充满期待。

项目管理负责人 Hicham Amriui 和生产
部门负责人 Reiner Amberg（左上图）对
于大型交钥匙系统均表示满意。
大型 ALLROUNDER 1120 H 配置
MULTILIFT V 机械手系统（上图、中图和
右图），并生产用于可深度调节的轿车座
椅建构板（下图）。

2019 年计划添置机器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Kokinetics 已经
订购了三台全新的 ARBURG（阿博格）机
器。ALLROUNDER 1120 H、 920 S 和 630 S

INFOBOX
公司名称：Kokinetics GmbH
成立时间：1890
公司位置：德国克里夫特尔
员工人数：约 300 名
行业：汽车及相关行业
产品：采用金属、塑料和混合材料制成
的活动零件、组件和系统
机械设备：15 台合模力为 2000 至 6500
kN 的 ALLROUNDER
公司网址：www.kokinetic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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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NEXT

华丽出展
2018 年法兰克福国际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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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成型及 3D 打印制造展览会 (Formnext)：freeformer 全球首发

在

2018 年 11 月，于德国美因河
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法兰克福
国际精密成型及 3D 打印制造
展览会 (Formnext)，印证了其作为增材制
造领域世界领先博览会的强大号召力。共
有将近 27000 名专业访客参观展会，以超
过 25 % 的涨幅刷新了增长记录。ARBURG
（ 阿 博 格）的 更 是 成 为引 人 关 注 的 焦
点：freeformers 300-3X 完成首发，全球首
次采用支撑材料，实现硬胶/软胶结合的耐
负荷的复杂功能部件的增材制造。
“这款 freeformer 300-3X 是我们准确把
握时代脉搏的产物”，ARBURG（阿博格）管
理股东 Juliane Hehl 总结道。
“对这样一台
可实现工业增材制造的全新应用的三组份
机器，大家期待已久。”
ARBURG（阿博格）令专业访客信服不已

极具吸引力的租赁模式

freeformers 300-3X 的全球首发和互
动工作站吸引众多专业访客参观

来自德国哈尔费尔注 塑企业 E r n s t
Rittinghaus 的 Bernd Rittinghaus 初次参观法
兰克福国际精密成型及 3D 打印制造展览
会 (Formnext)，
“因为我们收到越来越多关
于产品开发的问询。有了这款 freeformer，我
们可以采用原材料增材制造复杂的产品，在
这一过程中会使用常见的注塑功能，例如“
点击效果”。
freeformer 200-3X 的“All-in Package”收获
了积极反响。
“借助这款全新的租赁模式，
我可以方便的试用 freeformer，并且在决定
采购前多积累一些体验”，德国沙尔克斯米
赫莱的 Jung 公司的模型建构团队负责人
Bernd Rittinghaus 说道。由于涉及到部分电
子安装设备的小批量生产，其研究功能性
3D 打印已有很长时间。Hehnke 公司来自德
国施泰因巴赫哈林堡，除了从事注塑和模具
制造外，也希望涉足新领域，例如采用计算
机断层摄影技术进行 3D 测量。
“未来我们
希望也能够进入增材制造领域”，管理股东
Tommy Hehnke 如是说。他通过尝试新颖的
租赁模式，希望能在他们的注塑成型生产
过程中采用 freeformer 来增材制造夹具元
件与设备。

ARBURG（阿博格）展台（左图）。
freeformer 300-3X 可进行 3 组份加工
（中图），并采用支撑材料生产耐负
荷的硬胶/软胶结合部件，例如活动
的“抓手”
（右图）。

对于所有有意向进行塑料功能部件的工
业增材制造的人士而言，ARBURG（阿博格）
是他们必定驻足之处。
“freeformer 的现场演示我认为非常成
功”北京恒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Cindy
Qiao 认为。作为医疗技术经销商，他们关心
的首先是 FDA 允许使用的原材料和入植物
的增材制造。任职于德国吕塞尔斯海姆的
invenio GmbH Engineering Services 的开发
人员 David Schmid，最近也正忙于
增材制造：
“我非常喜欢 ARBURG
（阿博格）的带功能部件的互动工
作站。我认为”行星齿轮系统“组件
非常棒，它可以通过曲轴精确啮合
动态影像
单个小齿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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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智能！
Cameron-Price：广泛的产品范围 - 一家注塑合作

作

为“传统”注塑件生产商，来自
英国伯明翰的 Cameron-Price
Ltd 业务涉及非常广泛。与之相
应的，机械设备也必须灵活。广泛产品线中
的一个亮点便是用于 Centrica 公司智能家居
系统“Centrica Hive”的外壳部件。这家公司
隶属于英国领先的能源供应商 British Gas。

近段时间，Cameron-Price 斥巨资扩充设
备产能，以便生产智能家居组件。主要生产
用于 Centrica 公司 Centrica-Hive 系统的加热
和热水控制装置的外壳部件。其由多种组件
构成，用于私人家居“智能”控制和监控，并
首先在欧洲和北美投入使用。

30 s 内。客户特别要求正面具备完美触感，
这一效果可通过相应的模具规格实现。
用于 Centrica Hive 系统的注塑件具备
较高的配合精度，公差基本保持在 10 微
米以内。在此方面 Cameron-Price 绝对信
任 ALLROUNDER 的较高重复能力和自动
控制能力。
机器配备机械手系统后，可全面确保
产品质量。为期一年的保养间隔旨在确
保 ARBURG（阿博格）设备的高效使用，
并降低备件的耗费。
“为了进行 Hive 系统
的部件制造，我们采用一台 ALLROUNDER
570 C GOLDEN EDITION，其搭载 MULTILIFT
SELECT 机械手系统”，Cameron-Price 总经理
Barry Moor 解释道。
“由此，我们的快速换模
具有超高灵活性，同时通过 SELOGICA 机器
控制器实现的整套设备简易编程，从而打造
流畅的生产工艺。”
操作人员可以直接在机器界面上查看所
有部件的质量，并对尺寸稳定性进行监控。
外壳的正面和背面将依次单独包装在抗静
电袋内。随后其将被运往欧洲进行再加工，
并出售给最终用户。

公差在微米范围

SELOGICA 节省了时间和成本

外壳的正面和背面由 ABS 材料制成，可
采用两个 4 腔模具。表面抛光，循环时间在

在谈及 SELOGICA 控制器的优势，Barry
Moor 笃定道：
“详细的图形化编程可展示

Ca m ero n - Price 在过去 15 年间与
ARBURG（阿博格）建立了深厚的合作伙伴
关系，并且逐渐侧重于自动化领域。大型
ALLROUNDERn 630 S 和 720 S 主要用于注
射汽车部件，而其他机器则用于生产例如电
子、体育和医疗技术领域的产品。
用于智能家居应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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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报告

伙伴
智能家居产品“Centrica-Hive”
的组件（上图）在
ALLROUNDER 上进行生产。
总经理 Barry Moor 在现场对
产品质量表示肯定（右图）。

INFOBOX

照片：Cameron-Price

清晰的循环图，并可直接在过程中和手工
部件检验前进行初步检测，以确认部件是
否正常。我们可以在各机器间交换数据组，
以降低时间和成本。此外，采用伺服液压也
可为我们节约能耗。”Cameron-Price 的决策
者将 ARBURG（阿博格）视为系统供应商，
而非机器供应商。Barry Moor 对此表示：

“一切都变的更加简单，我们只需要与一家
合作伙伴打交道，它能够帮助我们全面满足
客户的要求。”

today 69/2019

公司名称：Cameron-Price Ltd
成立时间：1960 年由 James CameronPrice 创立
公司位置：英国伯明翰
员工人数：约 80 名
产品：汽车制造中的安全相关产品，例
如制动装置、转向装置和燃料供应装置，
更有全新产品系列用于电动和混动汽
车、医疗产品、工业物资和消费品
机械设备：24 台合模力 500 至 3000 kN
的注塑机，其中 15 台 ALLROUNDER
公司网址：www.cameron-pric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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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衷心祝贺！
分公司：ARBURG（阿博格）欧洲和亚洲分公司

意大利分公司成立 25 周年

A

RBURG（阿博格）意大利分公司于
2018 年 9 月隆重庆祝成立 25 周
年。在一场邀请到 160 多位宾客
的高端晚宴活动后，是为期两天的露天活
动。作为亮点，管理股东 Juliane Hehl 向时
任 ARBURG（阿博格）意大利分公司总经理
Bjoern Norén 颁发传统周年纪念牌。
Juliane Hehl 对分公司近些年的强势发展
印象深刻：
“长久以来，ARBURG（阿博格）
意大利分公司一直是欧洲分公司中公认的
佼佼者。”自创立以来，团队人数早已翻
番，已增至 38 人。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首
批 ARBURG（阿博格）注塑机便已销往意大
利，1960 年，Borje Norén 创立的 Sverital 公
司成为官方贸易合作伙伴。
他的儿子 Bjoern Norén 接管了于 1993
年创立的子 公司领导工作，并成功将其

管理股东 Juliane Hehl 向任期至 2018 年底的
ARBURG（阿博格）意大利分公司总经理 Bjoern
Norén 表示祝贺，庆祝卓有成效的 2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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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ffaele Abbruzzetti
自 2019 年1 月1 日
起接任 ARBURG（阿
博格）意大利分公司
总经理。

发展壮大。2019 年 1 月，他从“ARBURG
（阿博 格）退 休 ”，并将 领 导工作 交予
Raffaele Abbruzzetti。
他创立的 Sverital 公司已成为多年来
ARBURG（阿博格）在意大利的自动化合作伙
伴，Bjoern Norén 与企业间的联系还将持续。

为成功的 25 年而骄傲：管理股东 Renate Keinath 与
销售总监 Gerhard Boehm、ARBURG（阿博格）荷兰
分公司总经理 Gerrit Hazeleger 和欧洲销售部门负责
人 Stephan Doehler（右起）。

隆重举办周年庆

荷兰分公司成立
25 周年

值

“ARBURG（阿博格）荷兰分公
司成立 25 周年”之际，由为期
两天的露天活动开启盛大的庆
祝活动。随后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举办了
高端晚宴，当天有 80 位宾客出席宴会，管理
股东 Renate Keinath 向 ARBURG（阿博格）
荷兰分公司总经理 Gerrit Hazeleger 颁发周
年纪念牌。
Renate Keinath 在致辞中强调了荷兰
ARBURG（阿博格）的 14 人团队的卓越成
绩：
“客户们非常重视团队的过硬能力，这
是我们在荷兰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1957 年售出第一台 ARBURG（阿博格）注
塑机开始便始终如此。基于成功的市场开
发，ARBURG（阿博格）于 1993 年创立了第
一家子公司，在此之前多年时间里，客户服务
工作一直由贸易合作伙伴 Kurval 承担。2010

年起，Gerrit Hazeleger
任 ARBURG（阿博格）
荷兰分公司总经理，
并从 2019 年开始接
管比利时分公司即将
退休的 Simon Bemong
的领导工作。因此，这
两家机构未来将进一
步深化合作，并充分
发挥协作优势。

阿联酋分公司成立 10 周年

借

助在迪拜举办的阿拉伯国际塑
料橡胶工业展 (Arabplast) 的良
好氛围，ARBURG（阿博格）于
2019 年 1 月庆祝阿联酋分公司成立十周年。

的独家合作，在其技术中心内配备了 15 台
ALLROUNDER，以便对 ARBURG（阿博格）
注塑技术进行现场演示。

以此为契机举办了庆祝活动，并邀请到
50 位宾客参与活动。在活动中，分公司经
理 Joachim Branz 从海外销售总经理 Andrea
Carta 手中接过周年纪念牌。他在致辞中回
顾了分公司的成功发展。他还着重提到了
与利雅得高等塑料制造研究所 (HIPF) 之间

总经理 Andrea Carta（左）向分公司经
理 Joachim Branz 致以周年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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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与争
黑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配件供应商携手
公司进军注塑成型行业

2

016 年，中国深圳黑云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毅然
决然地投身注塑成型行业。这一冒险
决定在高端 ALLROUNDER 以及 ARBURG
（阿博格）专业知识的协助下大获成功。这
家配件供应商在深圳工厂每天可生产多达
35000 个智能手机保护壳和配件。
走进黑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现代化设施。随处可见屏幕和 iPad。访
客会感觉自己更像是身处一家 IT 公司，而不是
一间注塑工厂。不足为奇：因为该企业的主打
产品便是智能手机和 iPad 的保护壳及配件。
2016 年进入注塑领域
这家公司 2004 年起为 OEM 工厂提供
装配、包装和交付服务。2016 年才决定再
设立一个自有注塑成型车间。
“作为新手，
我们首先需要两样东西：可靠且精确的高端
机器和卓越的技术支持”，黑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冠义回忆道， “我们偶然
间得知了 ARBURG（阿博格）公司。这家机
器制造商似乎正是我们的理想选择。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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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次性采购了十台 ALLROUNDER。”2016
年 6 月首次访问德国劳斯博格 ARBURG
（阿博格）总部，11 月便在深圳黑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安装了首台机器。
最初，ARBURG（阿博格）对这家中国配
件供应商的大胆计划感到惊讶，因其欲在
无任何注塑经验的前提下，进军塑料产品
制造业。此外，黑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未
专门聘请经验丰富的技工，而仅选择了部分
准备好转岗到注塑部门的员工。
除了提供机器技术之外，ARBURG（阿博
格）面临的主要要求还包括对尚无经验的员
工进行培训，并提供技术支持。机器操作工
在最短时间内学习了注塑成型、模具技术和
材料特性的基本知识。
从 ARBURG（阿博格）了解最新动向
将理论付诸实践。他们在 ALLROUNDER
上练习了例如如何安装模具，以及如何
在 SELOGICA 控制系统中设置工艺参
数。ARBURG（阿博格）公司的技术人员每周
会有一至两天到现场分析产品缺陷并优化注
塑成型工艺。

客户故事

陈冠义为其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的高
端注塑生产（下图）感到自豪。
如今有 32 台自动化 ALLROUNDER 每天可生
产多达 35000 件智能手机保护壳（左图）。

照片：黑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锋！
ARBURG（阿博格）

黑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参加了
2017 年在劳斯博格举办的 ARBURG（阿博
格）技术节，希望了解注塑及制造、材料和自
动化的最新动向。
每天生产 35000 件智能手机保护壳
目前，黑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采用 32
台全自动 ALLROUNDER（多数为 GOLDEN
ELECTRIC 系列），每天可生产多达 35000
件手机壳。但由于产品种类繁多，个别订单
件数较少。因此早在 2005 年便已开发出一
款自有管理系统。
数字化工厂转型之路
“2011 年，我们安装了全球首款基于 iOS
应用程序的内部 ERP 系统，该应用程序集
成了企业内所有流程和整个生产管理。”陈
冠义先生强调道。
“因此我们正在以最佳方
式转型成为数字化工厂。”该应用程序取代
了固定安装的 PC。除了采购、生产、物流和
质检之外，该应用程序还涵盖了人力资源、
行政、财务、销售和培训部门。使用智能手机

或 iPad 便可直接在现场收集各类信息，实
时更新以供后续分析使用。其中包含例如当
前订单规模，已完成生产的产品件数，以及
后续订单的产品件数。
每月安排 6 个“开放日”， 在这些日子会
与其他公司分享成果。其目的在于，通过与其
他生产企业和专家进行经验交流，改善提升
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信息技术。陈冠义先生
坚信：
“在中国，虽然大多数公司的思维方
式局限于短期，我们却希望能放远未来，用
可持续发展思维去进行研发。我们正在努力
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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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黑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4 年由陈冠义创立
公司位置：中国深圳
年销售额：2560 万欧元或 2 亿人民币
（2017 年）
生产占地面积：16000 平方米
员工人数：480 (2017)
产品：智能手机壳及配件
机械设备：32 台合模力为 600 至
1500 kN 的 ALLROUNDER
公司网址：www.ash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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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浅谈

技术浅谈
硕士工程师 (BA) Oliver Schaefer，技术信息

需要支持吗？
辅助软件包可在任何操作环境下提供数字化辅助

面

向操作人员的数字化支持 – 与
现代化汽车驾驶类似，这也是
ARBURG（阿博格）针对进一步
开发控制技术的重要目标。这里选择一些
用于日常实例中的亮点进行介绍。
总共有六个辅助包，每个辅助包内含多达
10 个不同的辅助功能。他们到底能够在哪些
方面提供支持，又具备哪些优势呢？

时间。无需具备全面的控制系统知识也能
够完成设置。
另外一个新颖功能是，可针对指定的用户
群组，对参数的可编辑性进行限制（上限和/
或下限）或完全禁止。这个过程的特别之处
在于：已定义的调节范围存储在数据组中，
而非机器上。由此可在机器间对数据组进行
直接引用。这样便可保护模具免受错误输入
的影响。在已生效的过程中可确保存在预设
的过程窗口。

设置简便
快速启动生产
安装辅助软件包“4.set-up”后，控制系统
中便会配备广泛的材料特定的数据收集，其
可根据自有材料随时进行拓展。在此基础
上，需再输入少数几个过程重要数据，即可
对基本的加工参数进行自动计算。在此过程
中无需操作人员，例如在材料切换时只需重
置注射单元的温度，以及“一键”启用监控
或记录功能。完全无需在各种屏显页面上
进行多余的输入和设置。从而节省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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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软件包“4.start-stop”可在生产启动
时、尤其在快速运转且复杂的应用时提供
辅助 – 例如采用嵌件、热流道模具或多组
份技术的应用。
“启动参数和启动循环”功
能可实现例如在启动阶段对机器进行特殊
设置，直至注塑过程稳定运行。其也将成为
数据组的组成部分。因此，操作人员无需再
对参数在每次启动时进行手动更改和后续

重置。但工作步骤也能自动运行。可重复检
验，并可避免停机之后发生过度注射。此外，
在运行启动阶段当工艺流程中不包含嵌件、
注射或零件脱模时可使用 “以自动模式启
动”功能。由此可显著降低启动阶段产品的
成本，同时提升产能。

（“TODAY”第 67 期，第 8 页）。它不仅便于
选择，更有助于充分利用智能机器的可用潜
力。操作人员将得到 ALLROUNDER 的支持，
并能够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其核心任务上，例
如注塑生产的控制和监控。

辅助软件包“4.monitoring”可实现基于参考曲
线的在线监控。此软件包与“4.set-up”、
“4.start-stop”和“4.production”一起，成为面向
工业 4.0 的大型 ALLROUNDER 的标准配备。
该款机器采用独特的夹具设计。

稳定的生产和监控
辅 助 软 件 包“4 . p r o d u c t i o n”和
“4.monitoring”主要用于零故障生产流程和
提升工艺可靠性。在此方面由“可编程的可
重复组”提供支持。通过此功能，机器操作
工能够根据信号可以重复生产流程的自由
编程。一旦例如摄像头监控识别到未完全脱
模，可重复执行顶出或吹出。通过“实际值
图形”功能，根据具有公差带的参考曲线，
对行程、压力、动力和扭矩进行监控。比如
也可以监控抽芯的动作是否流畅。
辅助软件包对各种 SELOGICA 和 GESTICA
控制系统的可能性进行了目标明确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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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准备者

实施者

指路人

ROAD TO
DIGITALISATION
开创未来者
合作伙伴
目标制定者

如果数字化是您的目标，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值得您信赖。我们作为数
字化转型的专家，为您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让你少走弯路。与我们
在一起，您可以正确地朝着您的未来走去。请跟随我们的“Road to
Digitalisation”。通向您的“Road to Digitalisation”。
www.arbu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