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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to Digitalisation”是技術節的焦點。
它通過效率展區大致介紹了數位產品的最新
狀況

出版說明

致尊敬的讀者
倒計時中： 還有不到三個月

它們都採用了“Industrie 4.0 – powered by Arburg”

的時間，全球領先的 2019

這個醒目字體，來引起人們注意。

年 K 展就將在杜塞爾多夫開

不過我們還在其他頁面上介紹了不同的主題： 在醫療

幕，屆時將會向公眾展示塑

技術和交鑰匙項目領域，不僅涉及注塑成型，還關係到

膠行業的未來發展前景。

ARBURG（阿博格）塑膠無模成型技術。在輕量化結

數位化是集中討論的一個話題，這也是我們通過

構領域，我們不僅提出了一個研究項目，還讓我們的輕

“Road to Digitalisation”項目一直推進的版塊。我們在

量化結構工藝“纖維直接混合注塑”得以實際運用。

2019 年 3 月技術節上的所見所感將在本期“TODAY”

像往常一樣，我們依舊為您整理了諸多妙趣橫生的專題

雜誌中娓娓道來。下一個里程碑就是 2019 年 K 展！

文章。

就連 West Contract Manufacturing 的專家們也熱切期
盼著 K 展的到來。他們將從美國動身前往杜塞爾多夫，

衷心希望我們的“TODAY”雜誌能為您帶來閱讀的

為的就是能在我們的展臺上獲得對自己公司進行

樂趣。

數位化轉型的建議。有很多文章和報告介紹了數位化的
方方面面。

Michael Hehl
管理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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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數字化解決方案
Road to Digitalisation： ARBURG（阿博格）奠定“智能”里程碑

那

些三月親臨技術節的人可謂是
最先領略到了數位化的魅力。
隨著“Road to Digitalisation”
這個項目在整個公司內部貫徹執行，
6000 名專業觀眾親身體驗了全方位的數
位化產品和服務。其中一大亮點就是全新
的客戶門戶網站“arburgXworld”。
效率展區大致介紹了 ARBURG（阿博
格）的數位化模組。除了全新的客戶門戶
網站“arburgXworld”，還包括增強現實
和虛擬實境 (AR/VR) 的實際案例以及
SELOGICA 和 GESTICA 控制系統的數位
輔助包。眾多嘉賓詳細瞭解了這些新事物，
並具體諮詢了在將來如何合理地為自己公
司使用這些產品和服務。
“我們將數位化作為首要任務的方針經
受住了考驗。我們彙聚專家力量，將他們的
專業知識和技能傳授給一個跨部門團隊，並
通過這種方式為我們的客戶快速找到切合
實際的解決方案。”ARBURG（阿博格）流程
控制、IT、首席財務官 Jürgen Boll 強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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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客戶門戶網站“arburgXworld”

面向數位化服務的“連接”

“ 我 們 全 新 的 客戶門 戶網 站
“arburgXworld”就是最佳案例，該網站
從 2019 年技術節起在德國上線供客戶使
用。”ARBURG（阿博格）銷售總監 Gerhard
Boehm 補充道， “通過 Cloud 中的這個
新興服務市場，我們將數位化服務捆綁在
一起，並逐步加以擴大。”
“arburgXworld”
一開始從四個免費中央應用程式 (App) 起
步： “機器中心”實現生產透明化、降
低了組織成本，並允許訪問中央備件目
錄等等。“服務中心”允許客戶隨時啟
動服務工單。尚未處理的工單、當前處
理進度和計畫的工程師分派情況都一目
了然。在“商城”可線上訂購那些歸類
了“機器中心”中設備的備件——無論
您在何時何地都可實現方便訂購。互動
式導航和直觀 3D 預覽令搜索更輕鬆。
此外還有“日曆”，通過它，可以清楚
地在上面看到待處理的保養事項和其他
工作安排。

數位化專題的一大關鍵就是通過 OPCUA 介面將注塑機及其周圍整個環境聯網起
來。以帶聯網週邊元件的 ALLROUNDER 為
例，指的就是將 LSR 計量設備接入到機器控
制系統中。此外，OPC UA 用於線上向上級
系統提供過程資訊。這一前提實現了所謂的
“基礎連接”
，該連接也包含一個 IIoT 閘道
（IIoT =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工業物聯
網）。這種連接方式為執行不同的數位化服
務提供了巨大的靈活度。其中包括 ARBURG
（阿博格）遠端服務 (ARS)、用於收集和提
供過程資料的 ARBURG（阿博格）交鑰匙
控制模組 (ATCM)、ARBURG（阿博格）中央
生產管理系統 (ALS)，以及將來與客戶門戶
網站“arburgXworld”的應用程式建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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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ESTICA 中集成填充模擬
直接在機器控制系統上利用類比是一
項新功能。ARBURG（阿博格）與合作夥

企業

2019 年技術節的一大亮點就是這個全新的
客戶門戶網站“arburgXworld”（左圖）。
在效率展區上，專業觀眾們大致瞭解了
ARBURG（阿博格）的數位化模組（下圖）。

伴 Simcon（晨訊科技）向我們展示集成
在 GESTICA 控制系統的填充類比具備哪
些潛力。在 2019 年技術節上，一台混合動
力 ALLROUNDER 920 H 使用了這個新工
具。它顯示了填充程度和螺杆行程的依賴關
係。填充模擬的下一步是往“機器識別部
件”這個方向發展，並將在 2019 年 K 展
上亮相。此次展覽會將於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3 日在杜塞爾多夫舉辦， 屆時還
將展示“arburgXworld”的後續擴展功能。
這遠不止 ARBURG（阿博格）將在這個世
界領先的塑膠加工展覽會上展示的一切！

動態影像
Plas.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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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Jeffrey Huy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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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報告

目 標是數位化
West Contract Manufacturing 公司：
在 2019 年 K 展上尋找工業 4.0 解決方案

4.

opti

製

藥、生物技術和醫療器械公司信
賴 West Contract Manufacturing
公司，該公司提供高品質的且技
術先進的藥品包裝和藥物供應解決方案。為
了尋找有助於公司數位化轉型的技術，代表
團希望訪問在杜塞爾多夫舉辦的 2019 年
K 展以及參展的 ARBURG（阿博格）公司。

4.
I

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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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Contract Manufacturing 公司提
供一條龍解決方案： 從產品創意到生產，
再到最終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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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注塑成型

prakt
„4.
P

b
Ob E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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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樣還遠遠不夠。完整的自動化生
產線不僅包括注塑機， 下游還要集成裝
配、焊接、打標、包裝過程和其他與注塑件
生產不相關的工序。West 的專家們出席
十月份舉辦的 2019 年 K 展是為了掌握更
多數位化最新資訊，他們不僅僅只是參觀
ARBURG（阿博格）的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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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中央數位化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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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您在那個工廠，或者在工廠的某個
車間，您都能看到 West
公司生產醫療產品、裝配
和成品。目前，有些生產
已經通過高性能系統進
行資料獲取，也有些生
產只創建一份合格件/
不合格件生產報告。
因此，這個團隊首先
尋找一個可以高效組
合所有機器的系統。

因此，在 2019 年 K 展上，他們著重尋找一
個可快速記錄、收集且以可用格式顯示過程
資料的系統，從而提高生產效率。
對 ALS 很感興趣
West 的決策者對 ARBURG（阿博格）
讚譽有加。他們在不同的生產基地使用
ALLROUNDER，並且對 ARBURG（阿博
格）中央生產管理系統 (ALS) 也有所瞭解。
對他們而言，在數位化轉型期間，重要的是
介面標準化。他們認為引進 Euromap 77
和統一的通信協議 OPC UA 是明智之舉。
專家們也對即將為機械手推出的 Euromap
79 和為週邊設備推出的 Euromap 82 寄
予厚望： 因為這樣一來注塑機和週邊設備
就相當於使用同一種語言，所以像 ALS 這
樣的製造執行系統 (MES) 就可以充當中心
樞紐。
然而，需求仍在 與日俱 增。技
術人員還想知道專為注塑而開發
的 ALS是如何處理藥品的。這些
是 公司 未 來 必 須 面 對 的 一 些 挑
戰。ARBURG（阿博格）十分樂意
企業宣傳片
就此進行公開討論。正因為如此，這
West
個團隊迫切地想知道 ARBURG（阿
博格）在 2019 年 K 展上的展示內容，並想
知道 West 怎樣做才能推動數位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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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OX
公司名稱： West Contract Manufacturing
成立時間： 1967 年以
“The Tech Group”名稱成立
公司位置： 急流城港、密西根和全球其
他六家分公司
產品： 藥品包裝和醫療器械
機械設備： 40 台注塑機，其中
27 台 ALLROUNDER
公司網址： www.westpharma.com/
services/contract-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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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西根州沃克市 West 公司的自動化和持
續改進工程師 Kurt Knoertzer 對 2019 年 K
展翹首以盼，並期待 West 公司對
“Road to Digitalisation”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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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報告

輕量化結構簡 化

deller plastics 公司： 纖維直接複合技術在全球 範

穩

固的經濟和競爭優勢是讓位於
德國佈雷克費爾德市的 deller
plastics Uwe Braselmann 公司
引進纖維直接複合技術（FDC)的決定性因
素。這種輕量化結構工藝用於生產繩索傳
動裝置外殼，以便操作轎車車門上的電動
車窗升降器。
“在過去，我們一直會合理組合使用新興
技術和已成熟的技術，從而實現創新。”Jann
Braselmann 說道，他與兄長 Nils 和父親 Uwe
Braselmann 一起經營這個家族企業。“當然，
我們最終所能接受的創新程度還取決於我們
客戶的物料需求等等。這項支出相當可觀，
我們目前還只看到 FDC 技術好的一面。”
FDC 帶來競爭優勢
Nils Braselmann 說到關鍵點上： “在
引進 FDC 工藝之後，我們在德國生產基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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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力才更具國際競爭力。我們降低了
我們的產品和製造成本，以抵消我們的全
球物流成本。”原因簡單明瞭： 通過使用
玻璃纖維無撚粗紗（這種材料在側進料口
切割成可調節長度並直接進料到注射單元
中的熔體），在經過材料混合後可以實現
更多個性化產品，並且不再需要準備昂貴
的即用材料。“我們使用這個設備可以將
部件中的玻璃纖維長度平均延長 50%，並
使其按照對應的產品及其穩定性進行精確
調整。”Nils Braselmann 解釋道， “因此我
們提高了研發和生產部的靈活度。我們的客
戶可以自行確定使用哪種原材料，並根據產
品單獨使用或者混合使用。舉個例子，使用
長玻纖可以讓薄壁產品達到更高的強度。”
從 2018 年 2 月開始，deller plastics 公
司在注塑成型生產線上投入使用纖維直接
複合工藝。因此，這家公司也是第一批在多
元化投資組合中使用 ARBURG（阿博格）
輕量化結構工藝的公司之一。

簡 化操作

球 範圍內具有競爭優勢
Uwe、Nils 和 Jann Braselmann
（從左至右）對他們的 FDC 設備感
到無比欣喜（左圖）。這台設備用玻
璃纖維含量達 30% 的 PP 材料製
造繩索傳動裝置外殼等等。通過灰
化試驗確認纖維是否分佈均勻
（上圖）。

FDC 應用的動
態影像

重量控制保障品質

每天使用 80 公里長的纖維

在一台 ALLROUNDER 630 S 上，在
一個 8 腔熱流道模具中用玻璃纖維含量
達 30% 的 PP 材料注塑出繩索傳動裝
置外殼。黏合劑同時用作注塑件的著色
劑。MULTILIFT SELECT 機械手系統取
出繩索傳動裝置外殼，接著將其平放在天
秤上，由它稱出實際重量，因此檢查出玻
璃纖維的含量是否正確，接著將資訊發
送給注塑機的運行資料獲取系統 (BDE)
。這可確保將每個注射重量分配給相應
的迴圈並記錄所有參數。若所有零件都
合格，則拾取所有零件並將其放在輸送
站上指定客戶的部件支架上。通過一個
品質控制工位可以隨時從正在運行的流
程中取出 8 腔產品，進行隨機抽樣和品
質檢驗。在批量生產期間還會進行諸如
灰化試驗、目檢、量規檢查以及受扭矩監
控的緊固測試等等。

每天用 193 公斤重的玻璃纖維無撚粗紗
生產出 20000 個左右的零件。若長度為十
一毫米左右，每天就相當於要使用 80 公里
長的玻璃纖維。
Nils Braselmann 說道：“我們相信
FDC 工藝擁有巨大的潛力，不只是玻璃
纖維，還有天然纖維或碳纖維。” 除此之
外，ARBURG
（阿博格）在過去 50 年間已經積累了
卓越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並能為具體的過
程、技術和軟體提供全方位的支援。因此，
到 2019 年 9 月的時候，我們將投入使用
第二台 FDC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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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OX
公司名稱： deller plastics Uwe Braselmann
成立時間： 1959 年由 Peter 和
Hardy Braselmann 成立
公司位置： 德國佈雷克費爾德市
行業： 汽車製造業、
家用電器行業和電氣工業
產品： 用不同工藝製造技術塑膠件，
如 FDC、GIT、內插技術和多組分技術、
組件裝配、提純精煉和物流
員工人數： 約 180 名
機械設備： 50 台注塑機，其中
43 台 ALLROUNDER
公司網址： www.dellerplastic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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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地推 進

新的建築專案： 用於交鑰匙系統和大型 ALL RO

在

勞斯柏格的 ARBURG（阿博格）
總部，項目接踵而至： 在“培訓
中心”這個建築項目完工之前，下
一個項目也已動工： 新建 23 號裝配車間。
在採訪期間，負責工廠開發的管理合夥人
Michael Hehl 介紹了建設工作。

“TODAY”雜誌： 人們似乎覺得勞斯柏
格的 ARBURG（阿博格）總部一直在施工。
Michael Hehl： 這倒是真的。在過去
十年間，如此密集的建 築項目還不曾在
ARBURG（阿博格）的發展歷史中出現
過。客戶中心、22 號裝配車間、停車場、
展覽會物流大廳、培訓中心，現在又有了
一個新的裝配車間 - 我們從來不會覺得
無聊（大笑）。
“TODAY”雜誌： 這間新的裝配車間看
起來是什麼樣子的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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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Hehl： 從外觀上來看，這座兩
層高的新建築與現有的玻璃裝配大廳相呼
應，並與之無縫銜接。從細節上來看，就會
發現新穎之處，比如節能空調系統。在這個
項目上，我們不僅使用光伏，還使用地熱能。
我們在建造客戶中心時就已經積累了這一
領域的經驗。
“TODAY”雜誌： 現狀和未來規劃又
是如何呢？
Michael Hehl： 我們在 2019 年 3 月就開
始著手這個裝配車間的準備工作。這個建築項
目隨著 2019 年 5 月 16 日的奠基儀式正式啟
動。現在一切都在全速前進。底層將於 2020
年下半年建造完成。這幢新建築物的使用面
積共計 28500 平方米左右。其中 21900 平方
米規劃用於生產和管理部，餘下面積用於技術
和物流部。這樣一來，完工後，我們在勞斯柏
格的總面積就能達到大約 200000 平方米。

採訪

推進

LL ROUNDER 的裝配車間
“TODAY”雜誌： 哪些部門將搬進這個
新的裝配車間呢？
Michael Hehl： 除了 2016 年開放的 22
號裝配車間之外，我們還將在這個新裝配車
間進一步提高大型 ALLROUNDER 和交鑰
匙系統的產能，因為這些部門的需求量不斷
增加，所以相應地需要更多的面積。畢竟我
們需要按照客戶特定需求生產包含所有週
邊設備在內的整套生產單元，並需要集中測
試所有流程。這樣一來，我們才能在客戶現
場快速投入使用交鑰匙系統。

格州洛基山的總部），它們將擴大 50%，從
而為這些重要市場的客戶們提供更好的服
務。這些紛繁多樣的投資專案正好體現了我
們確保我們未來的長期計畫和發展方向。

這個新裝配車間隨著此次奠基儀式正式開工：
管理合夥人 Michael Hehl、Eugen Hehl、
Juliane Hehl 和 Renate Keinath；來自建築公司
Schmelzle + Partner 的建築師 Siegfried Schmelzle
和 Claus Matt；勞斯柏格市長 Christoph Enderle
和弗羅伊登施塔特區副區長 Reinhard Geiser。

“TODAY”雜誌： 擴建只集中在總
部嗎？
Michael Hehl： 當然不是。ARBURG（阿
博格）技術中心 (ATC) 也在計畫擴建，目前
也正在擴建中： 這些技術中心分別位於德
國（雷德尼茨亨巴赫）、義大利（米蘭市的
佩斯基耶拉博羅梅奧）和美國（設在康涅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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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切切實實的成 功

FuPro 項目： ARBURG（阿博格）為輕量化結構 系

在

研 究 和 未 來 專 題 方 面，
ARBURG（阿博格）走在最前
沿。在輕量化結構領域也是如
此。FOREL 研究項目 FuPro 就是一大案
例，最初 ARBURG 僅僅作為一個設備供
應商。當高難度的有機板材處理還需要
新穎的夾具技術時，就需要勞斯柏格的
專家們了。

望減輕重量，同時還可能提高生產效率，並
具有全面回收處理的可能性。
A R B U R G（ 阿 博 格 ）已 經 在
ALLROUNDER 上實現了用有機板材製成
混合注塑結構的批量生產。FuPro 項目現
在是將纖維不中斷的閉式中空板與熱塑性
纖維塑膠複合結構相結合。
適用於大批量生產的 FDC 生產單元

FOREL 是一個開放式跨國平臺，用於為
未來電動汽車的多元材料設計開發出高科
技輕量化結構系統解決方案。來自工業和
研究領域的眾多合作夥伴參與了 FuPro 研
究專案 (https://plattform-forel.de/fupro/
partner)。他們攜手為帶有空心型材的功能
型多組分結構開發結構樣式和製造工藝。
而纖維增強熱塑性塑膠在這裡就起到舉足
輕 重的作用，它
不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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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是為全自動的整個設備提供
一個模組化系統，從而通過提高成本效益
的方式來大批量生產此類結構部件。在這
個工藝中與原來和轉換工藝步驟相結合應
用纖維熱塑性複合材料製成的中空板生產
出平面基本結構。
在實施階段，ARBURG（阿博格）首先完
成零件生產任務。一台配備纖維直接複合
(FDC) 裝備的 ALLROUNDER 920 S
通 過 擠壓包封即可 完 成 這 些 生
產任務。
然而，在專案工作的開
展過程中，需要在KUKA
的六軸機械手完成取
放、穩定、懸掛，比如對非
剛性有機板材進行三維預成
型。這個機械手與一個線性
MULTILIFT 機械手系統“手
把手”運作，其垂直軸因速度

聲明

成功

構 系統解決方案開髮夾具 技術

ARBURG（阿博格）為全自動生產概念靠背
（左圖）開發了一個專用夾具技術（左下圖），
實現了安全取放、穩定和懸掛有機板材。

取 得大學 執 教 資格 的博士工程
師教授 Maik Gude，
輕量化結構設計和結構
評估教授，德累斯頓工
業大學董事會成員，輕
量化結構 和塑 膠 技術
研究所： “FuPro 專 照片： A. Scheuner
案的目標就是開發和分
析由複雜中空 FRP 板、有機板材和注
塑材料製成的多組分結構的新型批量
生產製造工藝。這樣一來就能大大減
輕電動汽車的重量。專案在將來一旦
取得成果，就會及時為電動汽車提供
多組分結構應用方案。在專案合作夥
伴 ARBURG（阿博格）的鼎力支援下，
注塑技術、操作技術和夾具技術的進
一步開發表明自動化程度還有很大的
上升空間，因此可以提高整個紡織品、
塑膠和纖維複合材料加工行業的成本
效益。”

準備、插入懸掛有機板材，從而使包
封注塑過程順利進行。
概念靠背

3D 圖形：

最終，由項目合作夥伴 Brose
Fahrzeugteile GmbH & Co. KG 公
司通過組合管狀部件和有機板材
製成用於後排座椅的概念靠背。

德累斯頓工業大學

較快以及剛度較高而採用碳纖維製成。不
論是這根垂直軸，還是夾具設計和佈局，
都是與德國 ILK Dresden（德累斯頓空氣
處理和製冷研究所）緊密合作的成果 - 這
是一家致力於輕量化結構和塑膠技術的研
究所。此外，還在這家研究所完成了整個
設備的生產和測試。除了外部專案合作夥
伴 - Schmalz GmbH 公司（適合紡織品的
夾具技術）、ILK（項目協調）和 ElringKlinger
AG 公司（模具技術）之外，ARBURG（阿博
格）的各個部門也參與其中： 從一開始的應
用開發、應用技術與設計，到交鑰匙解決方
案、測試，工作準備和 ARBURG（阿博格）
塑膠無模成型，再到可以製作大部分鋁制零
件生產的培訓。
成果便是用鋁合金和增材製造元件製
作出夾具。這種組合方式可以安全取放、

SPONSORED BY THE

“這個研發項目得到了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
(BMBF) 的資助，將其歸為“面向未來的生
產、服務和工作創新”計畫中（資助代碼
02P14Z040 - 02P14Z049），並受到卡爾斯
魯厄專案管理機構 (PTKA) 的監督。作者負責
本出版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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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盡在掌控 之

Kendrion： ATCM 試點客戶看重自動化和可追 溯

位

于 德國的菲 林 根-施 文寧 根
Kendrion 公司使用一台複雜
的交鑰匙系統生產勵磁系統，
該 系 統 用於 內 燃 機 的 機 油 迴 圈 回 路。
這家全球領先的電磁 組件製造商是
ARBURG（阿柏格）全新的交鑰匙控制
模組 (ATCM) 的試點客戶。每個成品
件都標記有一個代碼，並按順序得到檢
驗。ATCM 收集過程和檢測資料，並實
現 100% 可追溯性。
為了擴充自己在塑膠加工領域的專業知
識和技能，為了不受供應商限制，Kendrion
(Villingen) GmbH 公司將目光轉向建立一個
自己的注塑成型車間。在這之前，很多塑膠
產品都是從外部採購的。當時只有一款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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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一台 1984 年產的 ALLROUNDER 和
一台 ALLROUNDER 221 K 生產。
擴充注塑成型專業知識和技能
現 在，這 家 公 司 引 進 了一 套 液 壓
ALLROUNDER 470 S 組成的複雜交鑰匙
系統，鎖模力為 1000 kN，借此正式進軍注
塑成型行業。這樣一來，不僅可以將生產好
的電線圈包封注塑到成品“勵磁系統”中，
還可以大大提升公司內部創造的價值。最終
產品為轎車內燃機閥門。
“ 我 們 對 項 目 進 展 非 常 滿 意。”負
責 Kendrion 公司工藝開發的 Werner
Schleicher 對良好的合作關係作出如此評

交鑰匙解決方案

Kendrion 公司已經在使用一台複雜的
交鑰匙系統，其電線圈通過了包封注塑
和合格檢驗（大圖）。
ATCM視覺化顯示了整個設備採集和檢
測到的資料（下圖）。

控 之中

追 溯的生產
價， “我們的 ARBURG（阿博格）主要連
絡人與其團隊一起用專業的知識如期落實
了我們的要求。”
在這之前，Kendrion 公司只在一個捲繞中
心生產由極盤、線圈體和繞線圈以及兩個引
腳組成的電線圈。現在，就在這個直接安置
在捲繞中心旁邊的全新 ARBURG（阿博格）
交鑰匙系統中，這家公司用玻璃纖維增強
PA 材料包封注塑電線圈。
“不論是插入件，還是製造完成的勵
磁系統，都會按順序得到檢驗。”Werner
Schleicher 介紹道， “這個交鑰匙系統內部
各個元件相互順利協作。用於插入和取出部
件的 MULTILIFT V 集成到中央 SELOGICA
控制系統中，並且通過一個 IO 介面與六軸

機械手相連接。檢測系統的流程同樣集中
由 SELOGICA 管理，而過程和檢測資料最
終收集在 ATCM 中。”
包封注塑和檢驗同時進行
每個電線圈標記了 DMC（資料矩陣代
碼）並置放在託盤中。KUKA 的六軸機械
手每次抓取四個線圈，接著進行一次遮罩
測試，以確保針腳是直的。不合格件被剔
除，每次將四個合格件在預熱爐中加熱至
約 100 攝氏度，接著放入一塊已加熱的預
熱板上。這塊預熱板移動至負責後續處理
的 MULTILIFT V 的工作區域。線性機械
手系統將插入件插入 Straberger 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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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腔模具中，在那裡用 PA4.6 (GF30) 包
封注塑。取出之後，澆口通過一個傳送帶
排出，接著成品件被放到一個試驗滑座上
面。勵磁系統現在通過檢測單元進行個性
化檢測。該檢測單元讀取包含注射編號和
日期等的 DMC 代碼，對每個零件執行一次
電氣測試，並將不合格件剔除。合格件放到
託盤上被取出。
憑藉 ATCM 實現不間斷追溯
ATCM 視覺化顯示整個設備，清楚明
瞭地顯示注塑過程資料和電氣測試的設
定參數，並用測量裝置定期評定和檢測特
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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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鑰匙解決方案

Kendrion 公司的過程開發員
Werner Schleicher（上圖）對全自動生
產勵磁系統感到相當滿意。
經過包封注塑的電線圈按順序
100% 得到檢驗。
（左圖）。

“由於 Kendrion 公司對過程和檢測
資料的追溯性要求頗高，甚至要求追溯
到各個零件的資料，因此這家公司對我
們而言，是最佳的試點合作夥伴。此外，
我們還分派了距離較近且可靈活應變的
連絡人，從而與他們公開討論和優化所
有細節。”ARBURG（阿博格）項目主管
Matthias Vollmer 對良好的合作關係作出
如此評價。“收集的資料將傳輸到我們的
資料庫，並在移動硬碟上為每個零件存儲
一個專屬資料記錄。”Werner Schleicher 補
充道， “因此我們確保可百分百追溯。這
樣一來，一旦過程出現問題，就能輕鬆發現
對應的批次，從而大大減少廢件數量。如果
一切按計劃進行，我們將很快用我們的交
鑰匙系統實現三班制每小時大約 500 個
零件的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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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OX
公司名稱： Kendrion (Villingen) GmbH
成立時間： 由 Wilhelm Binder 於 1911
年成立，從 1997 年開始成為 Kendrion
集團的一部分
公司位置： 德國的菲林根-施文寧根
生產占地面積： 約10,000 m2
員工人數： 在菲林根-施文寧根約有
400 人
行業： 汽車、工業
產品： 實現發動機轟鳴聲的電磁元件、
感測器和電子控制系統、
電動驅動裝置、閥門技術、
減震器系統和發動機管理系統
公司網址： www.kendr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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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在“AM 工廠”，通過移動相
應的棋子即可測試個性化夾
板的功能（左圖）。
每塊板的生產資料和質量數

動態影像
AM 工廠

一步妙棋
AM 工廠： IT 聯網 freeformer 的交鑰匙系統

獨

一無二： “AM 工廠”在今年
春 季 舉 辦 的 技 術 節上 慶 祝首
次登臺，並成為 2019 年漢諾
威展覽會的一大亮點。核心部件是一台
freeformer 300-3X，它實現自訂真空抓手
的功能。ARBURG（阿博格）憑藉這台交鑰
匙設備走了一步妙棋，畢竟它結合了增材製
造 (AM)、數位化和交鑰匙解決方案領域的
專業知識。
ARBURG（阿博格）通過“AM 工廠”生
動地展示了 IT 聯網的 freeformer 如何通
過個性化批量產品創造附加值，全自動化、
符合客戶要求且可 100% 追溯。迄今為止
這一點在增材製造領域仍是獨一無二的。
工作原理： 第一步：在終端上選擇用抓
手移動哪個棋子的位置。接著開始執行這
項任務。
完全自動化的增材製造
六軸機械手為第一個工作站輸送一塊鋁
合金底板，在這個工作站通過雷射器打上資

料矩陣代碼 (DMC)。接著插入件被放到一
個工件支架上，然後輸送給等離子處理裝
置。在放入 freeformer 300-3X 的列印區之
前，對其進行掃描，以傳輸 3D 列印工作的
資料。利用該資料，freeformer 在夾板上添
加用彈性 TPU 製成的功能性 3D 輪廓： 皇
后、國王、象、馬、車或兵分別對應於其正確
的幾何形狀。在取出部件之後，機械手通過
重新掃描獲得資訊，從而知道應用哪個棋子
來檢查夾板。接著，機械手將棋子移動至生
產單元進行觸覺功能測試： 通過真空拾起
所需的棋子放在棋盤上。只有當 TPU 輪廓
與棋子角色完全匹配才可成功操作。
ATCM 匯總資料
Scada 系統 - ARBURG（阿博格）交鑰匙
控制模組 (ATCM) 在此期間記錄零件特定
的工藝參數和檢測結果，接著匯總資料。每
塊夾板憑藉自己的 DMC 可 100% 追溯。在
網站上顯示生產資料，如製造時間、材料、
壓力曲線和列印區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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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均可 100% 追溯（上圖）。

生產變得更加靈活

Samaplast： 增材製造作為樣品和小批量生產的 補

來

自瑞士的醫療技術和技術產品
製造商 Samaplast 使用一台
freeformer 200-3X 進行小批
量或一個批次以內的生產。此外，從樣品
項目到 OEM 生產，都可以組合。比如，
使 用美 國 食 品 藥 品監 督 管 理 局 批 准 的
PCU 和可吸收材料（如聚丙交酯）利用
ARBURG（阿博格）塑膠無模成型 (APF)
技術製作植入物，或用兩種幾何形狀特殊
的材料製成部件。
S a m a p l a s t 公司 的 首席 技術 官助
理 Thomas Moesli 介紹了第一次使用
freeformer 的經歷： “在這之前，我們一
直使用注塑機為我們的客戶生產樣品。現
在，我們還使用了freeformer作為附加服務
提供部件的增材製造。”Moesli 堅信這種
製造工藝在未來肯定會越來越多地用於公
司的某些領域。
Samaplast 公司從 2018 年開始致力
於增材製造，而且已經測試了其他系統。
這家公司利用這項技術來生產醫療樣品和
設備。舉個例子，用於固定治療腰椎間盤
突出症的永久性植入物，就是用美國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的
PCU（聚碳酸酯氨基甲
酸酯）按照不同的硬度
90A、80A、55D、65D
製造而成。
APF 品質得到認可

照片： Heidegger

freeformer 早已註定要應用於醫療技術，因為它可
以用原始塑膠增材製造出部件，
比如用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的 PCU 製作
出脊椎永久性植入物。
照片： Samap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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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試驗中，將增
材製造零件與批准的注
塑批量件進行了比較。測
試了拉伸、壓縮和扭轉強
度。結果表明，不僅是機
械性能，就連表面也都

客戶報告

的 補充技術
Samaplast 公司正在用 freeformer
對各種植入物進行密集性測試：
例如，用 Resomer LR704 S
製成的用於面部手術的 Y 型板（左圖），
用 Bionate 65D 和 80A
製成的用於固定脊椎治
療的雙組分螺旋。

符合要求。然而，植入物仍處於客戶的測試
階段。還測試了用兩種材料製成的部件。其
中包括塗覆了第二層塑膠的螺杆、用硬度不
同的兩種材料組合的螺杆或是用聚丙交酯
製成的可吸收植入物。顯示出在此領域的
巨大的發展潛力。
新的材料，新的幾何結構
所有試驗都清楚地表明瞭 freeformer 的
優點。Thomas Moesli 對此說道： “我們
可以用較低的成本快速測試新的材料和不
常見的幾何結構，不需要為此開發和製造昂
貴的注塑模具。另一個因素是植入物材料也
很昂貴。現在有了 freeformer，就可以使用
常見的合格的注塑成型塑膠，以較低成本
的材料生產出用於測試的產品。這讓我們
更加靈活。”

個小時之間，期間設備在夜間也會持續運
行。”他繼續列舉說道。主要加工的是可植
入的塑膠，如 TPU、PCU 和可吸收的材料，
這些材料由 Samaplast 公司自行檢驗合格
與否。“控制系統可用觸控式螢幕操作，不
僅運作良好，還簡單上手。freeformer 也是
唯一可以加工標準塑膠的系統。”Thomas
Moesli 總結說道。這系統不僅為醫療技術，
還為技術領域帶來巨大的好處。而且他還確
信： “機器和軟體仍有很多潛力，例如關於
PEEK 的加工，因此還應繼續投資在這項未
來技術中。”

INFOBOX
公司名稱： Samaplast AG
成立時間： 1960
公司位置： 瑞士聖瑪格麗滕市
年銷售額： 2018 年為 1500 萬瑞士法
郎（1320 萬歐元）
生產占地面積： 7500 平方米，
其中 400 平方米為 GMP 潔淨室
員工人數： 85
行業： 醫療技術、技術
產品： 植入物、其他醫療技術產品和技
術產品
機械設備： 三台 ALLROUNDER，
一台放置於潔淨室的 freeformer 200-3X
公司網址： www.samaplast.ch

塑膠植入物
在 Thomas Moesli 看來，使用 freeformer
200-3X 相當便捷。由一種組分製造的產品
僅需要材料預乾燥。接著允許用下載的資料
記錄增材製造這些零件，然後將其從部件支
架上取出和包裝。“我們的 freeformer 使用
一個 0.2 毫米噴嘴工作。在一塊規格板上包
裝四到十個零件。隨後，執行時間在四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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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的實例
Wilhelm Weber： LSR 光導體實現精准的亮度

如

何利用技術針對性的照亮道路上
車道？ 通過結合LED和雷射技術
的汽車前大燈可以實現。光導體
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它有針對性地聚焦和傳
導40 個發光二極體發出的燈光。這些由液
體矽膠 (LSR) 製成的精密零件由德國埃斯
林根的 Wilhelm Weber 公司為其客戶 Hella
生產而這些零件被用在奧迪A8上。
Weber 公司業務發展部主管 Antonio
Trinchese 介紹 LSR 系列產品的作用如
下： “矩陣式 LED 遠光燈的每個單元集
成了 40 個可單獨控制的小型發光二極體，
它們可以發出兩束光。”矽光導體收集來自
各個 LED 光源的光並引導它們穿過耦合透
鏡系統。這樣一來就能增加整個系統的光通
量，達到全面輸出光效率或者自訂光分佈。
Antonio Trinchese 解釋說：“各個矽膠手
指的上下兩側必須設計得高度精密，這樣才
能有針對性地偏轉光束，且不造成眩目。”
對於 Weber 來說，這意味著要生產出達
到最高表面品質的模具並建造一個複雜的
生產單元。由於品質標準較高，就需要嚴格
遵守公差和應用安全性。這就是為什麼必須
使用 ALLDRIVE 系列全電動高端機器的原
因。LSR 模具有兩個模腔和兩個分模面，並
配有方便維護的冷流道。

台 ALLROUNDER 520 A 上進行批量生
產，它結合了達到最高定位精度的電動鎖
模單元和一個高精度注塑單元。螺杆具有
特殊的幾何形狀，用於 LSR 加工，注射重
量為 48 克。
由於對光透射值有要求，因此在考慮
到‘LSR 的固化時間’和‘光導體表面品質’
的前提下對迴圈時間進行了優化。”加工的
是肖氏硬度為 72A 的雙組分 LSR，由於其
具備高透光性和良好的脫模性，因此特別適
用於光學零件的生產。
帶兩條分型線的模具
在模具鎖模之後，首先形成一個真空，以
免零件中形成氣穴。接著，注入雙組分 LSR
並在模腔中固化。第一條分型線打開。部件
和澆頭被一個抓手取出，接著第二條分型線
打開。在此位置，溢流道被取出，模具鎖模，
再次開始生產。
採用 SELOGICA 控制系統，設定參數
可輕鬆程式設計實現模具呼吸的“移動
頂料器至中斷點”，並可集成到生產流程
中。Weber 的專案經理 Raimund Jahn 記
錄了高標準的脫模方式： “底切光導體的
功能幾何形狀需要強制脫模。在此過程中
不得損壞 LSR 部件。”
照片： Weber

ALLDRIVE 滿足其所有要求
Weber 公司塑膠技術部兼 SCM 部主
管 Ulrich Beck 談到了注塑： “我們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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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照片： Continental

每年為奧迪 A8 生產大約
150000 個光導體（上圖）。
它們通過一個雙模腔模具製作而成，
具備 40 個“手指”來收集各個 LED 光源
的光線，並針對性地引導光線（左圖）。

可通過 DMC（資料矩陣代碼）追溯
在完成注塑成型工藝之後，在生產單元
中執行以下工序： 用雷射技術在零件上燒
錄了一個資料矩陣代碼 (DMC)。通過運行資
料獲取系統 (BDE) 可以按照模腔精確確定
使用哪些過程參數來生產各個零件。接著，
通過一個攝像機系統進行光學檢查，並將合
格件放入一個退火託盤中。通過一個帶真空
抓手和一個料頭拾取器的六軸機械手取出
注塑件、料頭和溢流管。
Weber 憑藉這個全自動 LSR 生產單元
每年為奧迪 A8 系列製造大約 150000 個
光導體。

INFOBOX
公司名稱：Wilhelm Weber GmbH & Co. KG
成立時間：1925 年由 Wilhelm Weber
和 Ernst Eberspaecher 成立
公司位置： 德國埃斯林根
員工人數： 118
行業： 汽車、電氣和醫療技術
產品： 高品質的多組分注塑模具、車削
系統、液體矽膠 (LSR) 零件的生產
機械設備： 17 台 ALLROUNDER
公司網址： www.weber-essling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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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技術
源自 Kibbuz
Elcam Medical： 輸液系統元件的專家

E

22

l c a m M e d i c a l 的起 源可以 追 溯
到 1970 年。該公司由以色列北
部的 Ki bbuz Ba rAm 成員創立，
最初是一家模具 和刀具製造商。El ca m
M e d i c a l 現在 為 歐 洲、美 國 和 亞 洲 的
O EM 工廠提供創新的醫療產品系列。
為了達到最高的品質標準，潔淨室產線
使用了多台 ALLROU N D ER。

專利技術確保領先地位

每年有超過 3000 萬患者使用 Elcam
Medical 產品。因此，這家公司自稱是全球
領先的製造商之一，擁有種類最齊全的輸
液系統元件。產品組合包括流量控制元件，
如旋塞閥和水龍頭組，包括帶可用酒精擦拭
的閥門的產品。這種產品組合允許幹預封閉
系統，並有助於降低污染風險。此外，還包
括壓力測量產品，比如一次性感測器，即所
謂的 Y-Click - 用於冠狀動脈治療的 Y 型
連接件；比如快速關閉旋轉接頭 - 可減少
錯誤連接，從而減少液體流失。

以色列的第 1000 台 ALLROUNDER

today 70/2019

全球超過 50% 的 OEM 壓力測量系統
是 Elcam Medical 公司的產品。一些專利鞏
固了這家公司的技術領先地位。其中包括創
新的 Marvelous™ 旋塞，它可以連續沖洗藥
物和血液殘留物。這樣就能避免患者感染，
確保患者的安全。

在這家公司位於以色列和義大利的四個
生產基地，直接在 8 級潔淨室內生產數百
萬個注塑件。機械設備包括 45 台液壓和電
動 ALLROUNDER，其中還包括一台雙組分
機器和一台 LSR 機器。
銷往以色列的第 1000 台 ARBURG（阿
博格）機器是一台電動 ALLROUNDER 470
E，它是 2012 年進入 Elcam Medical 公司
的。2019 年 4 月，總部的潔淨室生產面積

客戶報告

獲得專利的 Marvelous™ 旋塞也用於水龍
頭組（左邊大圖）。Elcam Medical 使用
ALLROUNDER 在潔淨室中生產這個旋
塞和其他醫療技術產品。
照片： Elcam Medical

擴大了 3450 平方米，總面積達到了 10950
平方米，為另外 36 台機器預留了位置，這其
中也包括新採購的 ALLROUNDER。
Elcam 的技術主管 Nitzan Bibi 介紹
了使用 ARBURG（阿博格）機器為本公
司帶來的好處： “ALLROUN DER 和
SELOGICA 控制系統讓我們變得高度靈
活。我們可以在一台機器上使用一系列不
同的模具，從而及時生產出符合市場需求
的優質產品。此外，便捷的通信協定和介
面有助於我們進行模具和模腔監測。”這
些 ALLROUNDER 部分自動化，配備潔
淨室零件和專用於高腔模具的特殊冷卻
水介面。

密切合作
在這個方面，Elcam Medical 的常務董事
Igal (Guli) Kohn 也有話要說： “我們很高
興 ARBURG（阿博格）為我們提供的應用
技術支援和培訓方案，比如在引進 LSR 加
工技術的時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
ARBURG（阿博格）經銷商 Su-Pad 的支
持，他總是言行一致，成為我們的後盾。”

即可使用的產品

INFOBOX
大多數注塑件在生產後需額外經過一整
套全自動化過程處理，例如組裝、滅菌和包
裝（如用透明塑膠罩包裝）。隨後產品被組
裝並交付使用。這些機器還可以執行貼標、
鐳射切割和超聲波焊接等工序。
生產採用七天全天候三班輪班制。高
負荷的工作量要求必須嚴格按照製造商
規定維護所有機器。所有工作都記錄在
含日誌的專用維護軟體中。每台新購買的
ALLROUNDER 都含有 ARBURG（阿博
格）的校準證書。使用 CQC 軟體(連續品
質控制)確定最佳操作視窗，全程驗證生產
過程。在生產期間使用 SELOGICA 控制系
統和一個全面的品質監控系統來精准監測
公差。因此這家公司已達到如 FDA 認證的
行業的最高標準。

公司名稱： Elcam Medical
成立時間： 1970
公司位置： 以色列的 BarAm，
義大利的卡爾皮和米蘭朵拉
年銷售額： 2018 年為 1 億美元
（8970 萬歐元）
員工人數： 全球有 590 名員工
行業： 醫療技術
產品： 一次性產品，用於：
靜脈治療、重症室、
介入心臟病學、放射學以及透析
機械設備： 100 多台注塑機 鎖模力為 600 - 2000 kN，其中有
45 台 ALLROUNDER
公司網址： www.elcam-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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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URG（阿 博
Gotmar： 從細金工藝零件涵蓋至優質包裝物品

G

otmar 有限公司是保加利亞最大
的注塑件製造商，其產品的涵蓋面
十分廣泛。從用於白色家電的小零
件，到用於食品包裝的封蓋和封口件，再到
包含封蓋在內的化妝品密封件。一旦涉及到
需要高精密度和複雜流程的專業技能，就需
要 ALLROUNDER 出面解決。
Gotmar 公司主要生產複雜的包裝解決
方案，它是系統服務提供者，涉獵範圍從模
具設計和製造一直涵蓋到成品。2018 年生
產了大約 5 億個零件，其中大約有 3.7 億個
封口件用於食品行業和化妝品行業。
從高精度到高光澤
對於纖維填充材料的加工，客戶要求的
大批量生產中公差要低至 0.05 毫米。通
過 Surlyn PC 2000 和其他特殊材料生產
出的有著高品質表面的化妝品行業的優質
零件。此外公司還生產針對白色家電領域
重量在 10g 以內的小零件。公司持有人兼
常務董事 Georgi Tuchev 談到了技術要求：
“為了能夠達到這些公差和規格，我們決定
使用 ALLROUNDER，這些設備讓我們能
夠進行詳細的參數控制。”除此之外，特別
是在化妝品領域，只有無油和無塵設備才能
生產出擁有無瑕疵且潔淨表面的零件，以供
後續的塗裝或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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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過程安全受控
Georgi Tuchev 強調：“無論事情變得
多複雜或無論何時需要高品質時我們都使
用 ALLROUNDER 機器來處理。” 許多
注塑工藝需要多級加工過程，誠如 Tuchev
記錄的一樣： 開始時我們以較低的鎖模力
驅動，這樣氣體就可以更容易地從模腔中
逸出。在注射過程即將結束時，我們會提
升鎖模力，從而安全地填充產品。這個時
候，ALLROUNDER 的擴展模具夾緊程式
對我們非常有說明。”可具體設定的參數和
在公司品質監控過程中存檔的參數，以及可
同時設定兩個資料記錄參數的這項功能均
有助於優化工藝。隨著 ARBURG（阿博格）
中央生產管理系統 (ALS) 的推出，Gotmar
公司也走上了數位化轉型的道路。
迴圈加快 20%
由於模具打開和彈出幾乎可以同時發
生，因此迴圈時間最多可縮短 20%。Georgi
Tuchev 解釋道：“配備液壓蓄能器的混合
動力型 HIDRIVE 機器非常適合我們包裝行
業，這些機器可以在高壓下進行噴塑。” 當
然，他對液壓 ALLROUNDER 也相當滿意，
因為根據位置進行控制的螺杆可以達到與
電機相當的精度。最後，MULTILIFT 機械手
系統實現全自動拾取和放置零件。

客戶報告

阿 博格）無所不能

品

Gotmar 公司專門在 ALLROUNDER（左圖）
上生產高品質的包裝產品（左邊大圖）
和精密的技術模具零件（下圖）。
照片： Gotmar

服務和諮詢得到認可
ALLROUNDER 可全年 365 天全天候
生產，且可由 ARBURG（阿博格）檢修技工
前往現場進行維護。Georgi Tuchev 準確闡
述了 ARBURG（阿博格）的優點：“從 2015
年合作以來，不論是服務，還是支援和應用
技術諮詢，都讓我們讚不絕口。”

INFOBOX
公司名稱： Gotmar Ltd.
成立時間： 1992
公司位置： 保加利亞普羅夫迪夫州
年銷售額： 7300 萬歐元（2018 年），
年增長率達 15%
生產占地面積： 約 65000 平方米
員工人數： 約 1100 人
行業： 複雜的包裝解決方案
產品： PET 預成型封口和處理、化妝品
行業的外包裝、開關、模具製造
機械設備： 135 台注塑機，鎖模力介於
400 - 4000 kN 之間，其中有
53 台 ALLROUNDER
公司網址： www.gotm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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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淺談

技術淺談
碩士工程師 (BA) Oliver Schaefer，技術資訊

隨時回到來源
數位化轉型： 機器元件的唯一標識

無

論是醫療技術、製藥，還是汽
車製造： 產品的唯一標識及其
100% 可追溯性是眾多行業最
為關鍵的安全和品質的決定性因素。滿足
這一要求的先決條件是產品的個性化標
識。ARBURG（阿博格）也採用這種方法
處理關鍵的機器零部件，如塑化螺杆。
要想追溯到螺杆的各個零件或批次，就
需要詳細記錄整個生產過程。零件是用何
種材料以及哪個批次的材料製造而成的？
生產過程中涉及哪些機器？ 各個製造步驟
何時運行完畢？使用了哪些設置？ 檢測和測
量報告中記錄了哪些結果？ 這些資料不僅
必須在邏輯上相互關聯，而且還需要存檔較
長一段時間。其基礎是將整條生產鏈實現 IT
聯網，在此期間收集並提供所有重要資料。

26

today 70/2019

螺杆序列化
在製造過程中，進行所謂的序列化。這
時候，同一批次中的各個塑化螺杆都會獲
得一個唯一的 ID。這個 ID 通過鐳射打標
永久燒錄在螺杆軸上 - 一個刻成數位，
一個刻成資料矩陣代碼 (DMC)。序列化
以數位資料形式在真實產品及其虛擬影
像之間創建了一個連結。更重要的是，
使用 DM 代碼進行標識還可確保安全且
高效地完成組裝。在安裝過程中，掃描
DMC 即可自動將螺杆分配到機器上。因
此，ARBURG（阿博格）可以大致瞭解
到使用了哪些部件和批次，這不僅可靠，
還能進行評估。塑化螺杆序列化只是第一
步，更多的 ALLROUNDER零部件也將隨
之而來。

源
品質可靠
原始零件具有唯一標識：

可不間斷一直追溯至所用的原材料這項
特性為 ARBURG（阿博格）及其客戶提供
了便利。一方面，可以證明品質可靠，並在
出現故障時將維護成本降到最低。另一方
面，如果需要，針對性地召回批次和批量
生產系列。而且，為了能夠明確驗證是否真
實，通過數位或代碼進行識別也越來越重
要。這對於注塑機的核心部件（如塑化螺
杆）而言尤其重要。因為這些部件是產品
品質和生產率的基礎-尤其在加工各種塑
膠期間處於長時間運行模式。要想維持注
塑機的性能，要想實現高效生產，前提就
是使用原始零件以及詳細配置螺杆的位
置。這就需要對尺寸、幾何形狀和磨損等
級進行一系列調整。

ARBURG（阿博格）的塑化螺杆
可通過 DMC 識別和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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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ALT

享受

經歷 創造價值

包裝技術
保持活力
美食盛宴

塑造未來

讓消費者滿意也是完美的產品設計帶來的成果。 如何實現快速
流暢和大批量穩定的生產， 對於生產商而言是一項嚴峻的挑
戰。 解决方案： 我們的專用 ALLROUNDER 包裝注塑技術，
代表著最小能源投入條件下的最大生產率。
www.arbur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