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壓機 
ALLROUNDER
獨特的多功能注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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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

ALLROUNDER 理念： 模块化的、 
靈活的適用於您的理想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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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1 年以來，我們一直緻力

於設定液壓註塑工藝領域中的 

ALLROUNDER 原理、差動活塞

繫統或 ScrewPilot 標準。這是您

可以信賴的註塑機，可滿足您的

日常生產需求。無論是標準的入

門級糢型 GOLDEN EDITION，

還是高度適應的糢塊化 

ALLROUNDER S：ARBURG（阿

博格）的液壓機在全球眾多註塑

工廠中都以極具性價比的單位成

本確保瞭高品質和高產量。這也

是我們曆代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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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成熟的注塑技術“Made	by	ARBURG	-	Made	in	Germany”：		
這正是我們液壓機所代表的。	自	1961	年以來，我們一直將	

ALLROUNDER	原理、差動活塞系統或者螺杆精確定位作為標準。		

產品包含了從高性價比的的入門級機型	GOLDEN	EDTION	到靈活	

適配的	ALLROUNDER	S。我們的模块

化設計憑藉在盡可能多的應用多樣性

下的低生產成本為您提供生產過程優

化的解決方案。	您只需告知我們您

的要求，我們將為您專門配置合適的	

ALLROUNDER。	\\

概要

模块化設計：	針對更高生產效率的生產
工藝過程優化的解決方案。

亮點

•	帶有更多的技術等級的多功

能液壓系統

•有效的差動活塞系統

•	可重複註射		帶有		

aXw	Control	ScrewPilot

•	ALLROUNDER	和	偏心注塑

（V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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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多樣性

我們的機器理念非常靈活並可

在工作中與所有已知注塑工藝

進行精準匹配。	因為有不同

的設備和選項做保障。	例如	

ALLROUNDER	S	可以

•	憑藉可旋轉鎖模單元將插入件

包封注塑（ALLROUNDER		

原則）。

•	在分型面上使用可變換的注射

單元工作。

•	可選擇在水準方向位移的臥式

射台實現非中心點的注射

個性化

驅動技術的性能可進行個性化選

配。	通過多種液壓變數和電動分

級結構您可以實現更高的能效更

高的精度和更快的速度，正如您

的應用所需要的那樣。

經濟高效型

GOLDEN	EDITION	是我們的液壓

入門級系列。	成功方法：	以最

優惠的價格使用經過驗證的不折

不扣的高質量技術。	例如：雙回

路泵系統是標配。

可重複生產

可調節的註射確保瞭高產品質量	

通過獨特的	ScrewPilot，可以實

現不遜於電動機註射的動力性和

可重複性。

可靠性

最佳的使用性和長使用壽命	–	

這正是	ARBURG（阿博格）這個

名字所代表的。例如通過鎖模單

元的差動活塞系統或是機器零件

的防刮粉末塗層來完成的節能換

油，這些都已被證實。

導柱距離：	 270 - 570 mm

鎖模力：	 400 - 2.000 kN

注塑單元：	 70 - 800

導柱距離：	 170 - 920 mm

鎖模力：	 125 - 5.000 kN

注塑單元：	 30 - 4600

ALLROUNDER S

可定制的驅動技術：
多種液壓變數和電動分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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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技術 – 
最優惠的價格

// 為什麼您應該信賴我們的液壓 ALLROUNDER？ 因為您應該信賴

您所能得到的最好的。 這也適用於我們的入門級產品 GOLDEN 

EDITION，它目標明確，完全以您的要求為導向。 我們的“黃金”標

準： 始終如一的標準化注塑成型技術造就了最優惠的價格！ 註定經

濟高效地生產您的高品質零件！ \\

“Made by ARBURG – Made in Germany”： 
我們始終貫徹這一品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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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黃金”： 高品質標準如
雙泵技術。

高度相容： 所有系列的控制系統、安裝尺寸
和料筒模組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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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化是關鍵！”–	我們對ALLROUNDER	S一直貫徹這個理念，
實現首屈一指的靈活性	您想要以節能的方式實施簡單的標準任務

嗎？	您想要在同一過程中投入高品質的工具嗎？	您必須要以高充

填動力快速生產零件嗎？	一切都不是問題：	我們對於您的每一個要

求，都擁有合適的液壓系統。	這使您可以精確匹配機器和應用。	完

全個性化。	\\

ALLROUNDER S：
模块化造就靈活

液壓技術等級

T1：	單泵技術用於特殊節能企業。	帶水冷、轉速控制的伺服電機的

交替伺服液壓系統	(ASH)。

•	獨有的連續動作

•	固定鎖定和噴嘴接觸點壓力

T2：	雙迴路泵技術，優化運行/循環	和	多過程技術可能性	或者生產

力提陞裝備配有	水冷式變速電機。

•	更短的	循环	時間與更高	注射速度

•	同步頂出、噴嘴或抽芯

•	在更多的階段調節固定接觸點和噴嘴接觸力

蓄能器：	用於薄壁應用的液壓蓄能技術和對性能和過程的高要求。

•	更減少幹循环時間和提高注射速度

•	可以實現同步和精確運動	—	可單獨調節所有軸移動，標準配

置：aXw	Control	ScrewPilot	作為標準設備進行特殊的可重複註射。

從小到大：	ALLROUNDER	S		
提供多種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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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壓 好

電動 非常好++

+

循環時間 能源

T1	|	單泵技術 +

伺服液壓系統	(ASH) ++

T2	|	雙泵技術 +

節能系統	(AES) + +

蓄能	|	液壓蓄能技術 ++

電動預塑	(AED) + +

//	通過持續的產品改進實現全面的信賴和生產效率：	
我們成熟的模块化驅動技術為此建立了完美的基

礎。	從簡單工藝使用單泵技術到為了實現更短循

环時間和填充性能使用的雙泵技術和液壓蓄能器。	

從變速泵電機到為更高效更高精度的電動分級結

構。	我們的液壓型	ALLROUNDER	不讓任何願望

落空。	\\

驅動技術：多樣化

適配性：	液壓選項和電動擴展等
級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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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的控制技術

所有運行的精確驅動為高品質零

件的生產奠定基礎。	我們的液壓

系統的特點是：

•	動力消耗相關的	p/Q	調節裝

置

•	閉環控制——不受泵磨損的

影響

•	快速切換閥門系統

•	接近操作端的閥門用於注塑

和預塑

•	螺杆精確定位精確控制螺杆

位置

電動擴展級別

我們還為您提供	AED（阿博格電

驅動預塑）。該驅動繫統可獨立

於液壓繫統工作，因此可以與其

他運動同步進行。除瞭節省循環

時間和節省能源外，使用該繫統

還有精度方面的優勢。

“更高效的方案”

帶有水冷速度控製泵馬達的液

壓驅動器，是一箇有趣的替代

方案。通過阿博格伺服液壓繫統	

(ASH)	和阿博格節能繫統	(AES)	

可減少空轉損失。結果：顯著的

節能效果以及降低冷卻需求和譟

音等級。在生產力提陞裝備中，

可按需使用	AES（阿博格節能繫

統）以更快的旋轉速度實現更快

的循環。

AES（阿博格節能繫統）亦屬於	

ALLROUNDERn	S	高級軟件包。

此外，還有電動計量	AED（阿博

格電驅動預塑）和	ScrewPilot，

用於特殊可重複註射。因此，這

些機器極具價格優勢，同時實現

瞭高功效、高產品質量和優化的

循環時間。

精準：	螺杆精確定位實現
重複注射。

50 %
使用 AES 或者 AED 可達到 

20%，使用 ASH 可達到

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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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密的設計和完美的接入性是對您來說是傑出的特點。	這讓使用我
們液壓機	ALLROUNDER	S	的工作變得簡單、安全和舒適。	鎖模單

元的結構和設計越穩定，對模具的影響越小。因為	ARBURG（阿博

格）的普遍相容性，模具可在不同機器上使用。	\\

鎖模單元： 穩定可靠

易於連接：	跨系列的頂針快速連
接器簡化了安裝。

安裝空間和開模行程：		
也適合大型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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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節能的液壓系統

我們通過獨有的差動活塞系統實現了高效的生產，比如降低了油路冷

卻需求從而節省了能量。這令高速動作以及低速但所需力量較大的動

作成為了可能。此外特殊的設計也減少了整個油路系統對外的接口。

精確的模具組件

動模側採用特殊箱式設計，這一成功的特殊設計已經成為了從機器型

號370以上機器的標準配置。另外結合動模側的三板模技術以及四根

導柱實現了动定模板之間的高精度以及高平行度，從而在進行模具動

作以及起高鎖模力的過程中實現了力量的均勻分佈-即使在模具重量

較高的情況下。因此在長期的生產過程中為模具額外提供了精密的保

護。

廣泛的應用範圍

不同的機器型號提供了寬廣的可容模尺寸範圍，配合上多段式的精准

鎖模力，從ALLROUNDER	630	S	以上尺寸標準配置的自動調節模厚

功能以及最大至ALLROUNDER	370	S	可選擇的可旋轉的鎖模單元:	

這使得同時兼顧了應用以及能量需求的，為了實現最佳工藝的注塑機

選擇成為了可能。

接口靠近模具端（選項）：為機器提
供更多的空間。

電動的模厚調整系統：	630-
920	S	快速節能循環的基礎。

ALLROUNDER	準則（選項）：
	可旋轉鎖模單元也提供	更多	

的應用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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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質材料準備和可重複的糢具填充：我們的液壓繫統的精	
確自動控製技術是生產高質量部件的基礎。例如	aXw	Control	

ScrewPilot、AED（阿博格電驅動預塑）或液壓蓄能器技術功	

能助您在過程中獲取更多益處。我們的註射單元可快速改裝	

和清潔。最大尺寸為	400，均可垂直放置，註射到分型面中	

。最後，我們的	VARIO（偏心註射）原理還可實現水平線性	

糢具填充。靈活無限！	\\

注塑單元： 適配性

可旋轉的注射單元：	無需拆卸
料筒模組就能拉出螺杆。

輕鬆改裝：料筒糢塊所有供給單元的
中心耦合裝置和螺桿快速封閉鏈接裝置。

藉助我們的 ScrewPilot — 可顯著降低註射重量的波動

糢具填充
可重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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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組合

料筒模組在所有系列中都相容且

精密分級。	不同的版本實現了最

佳的防磨損保護。	還有用於加工

所有常見塑膠的具有非標準幾何

形狀的螺桿。

無扭矩噴嘴接觸

我們的雙柱導軌實現了一個絕對

密封的噴嘴接觸	–	也適用於平

頭噴嘴和加長噴嘴。	噴嘴接觸力

是可編程和調節的，這減少了噴

嘴和模具的磨損。

可調節的注射過程

可重複的糢具填充：	

註射時可調節壓力和速度。通過

我們的	ScrewPilot，您可以進一

步提高控製精度，從而提高糢製

件的質量。液壓蓄能器技術使您

可以進行動態註射。

AED： 電動預塑

可選的	AED	可顯著節能且同時

具備高精度。	一個進一步的成

果：	一定程度上明顯縮短了循環

時間。	由於它可以同時	實現	跨

循環的預塑，塑膠可以在料筒裡

溫和地塑化。



16

//	如果要同時掌控機器、糢具、機械手和週邊設備技術，則需要功能強
大的控製中心。所需的“智慧”技術要為您提供全面的聯網方式，

監控您的過程，對其進行適應性調節，

並在每種操作情況下積極地為您提供支

援。我們		SELOGICA		和		GESTICA		控

製器的所有功能均旨在實現快速、安全

和舒適的調整和操作過程。這使您可

以充分利用所有應用。	\\

控製繫統： 智能

i
其他資訊：

宣傳手冊	GESTICA

亮點

•		SELOGICA	和	GESTICA	–		

完全相容

•	圖形化順序編程

•	即時錯誤檢查

•		輔助包和連接糢組		

“Ready	for	Digitalisation”

•	用於完整方案繫統的控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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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管理

得益於卓越又標準的操作繫統，-

SELOGIA和GESTICA可大大節省

時間和金錢。	可集成各種週邊設

備確保順序管理，再複雜的生產

單元也能通過一個數據組實現集

成。妳要實現短循環週期？可以

編輯並實現。

直觀操作

基於圖形的操作邏輯簡單易懂，

並始終以優化流程為導嚮。	我們

獨有的圖形化編程有即時糾錯功

能，因此至始至終都能清楚顯示

當前編程步驟的邏輯定位。	誤操

作？	可排除！

提高工作效率

簡單安裝和快速啟動。有保證的

零件品質和高生產能力。受控的

設備狀態和省時的支援。上級資

料交換和更高透明度。我們的輔

助套裝和標配連接糢組為所有這

些奠定瞭基礎。“數字化準備就

緒”？當然！

GESTICA	-	這種未來型控製器基於	
SELOGICA	的綜合性能。手勢和更多嚮導使

操作更加直觀輕鬆。

SELOGICA	-	該控製中心具有用於特
殊工藝的多種功能，這使特殊流程也
可以成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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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入門級的	GOLDEN	EDITION	到準確根據您特殊
產品要求量身定制的	ALLROUNDER	S：	當您使

用我們的液壓系統時，您可以有效並且經濟的處理

所有已知的可注射材料以及陶瓷和金屬粉末化合

物	–	有保證的！	我們正是借此向您提供您每天所

需要的服務：	可信賴的機器和生產單元為您實現

每個注塑任務。	\\

應用：來自實踐

其他資訊：

交鑰匙工程手冊i

大件：	一次注射超過	2	
千克都可實現。

從汽車到醫療：	完整的交鑰匙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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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訊：

應用範圍宣傳手冊i

多組份技術：	模組化的	
ALLROUNDER	S	允許靈活的配置。

熱固性塑膠加工：	特殊的設
備保障了零部件的高質量。

特殊工藝：	
用於多應用領域的成套
設備，如光學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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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們的媒體庫：具有

深度、令人興奮、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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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URG GmbH + Co KG
Arthur-Hehl-Strasse

72290 Lossburg

Tel.: +49 7446 33-0

www.arburg.com

contact@arbur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