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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說明

親愛的讀者朋友們:

迫於形勢等待兩年之後，我

們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技

術節再次開幕。早在準備工

作階段，我們就認識到這項

活動自 2019 年最後一次舉

辦以來發生了很多變化，我們公司在空間、人力和組織

上也獲得了長足發展。我們新建的培訓中心和生產車間

也已經開始啟用，員工人數從大約 3000 人增加到超

過 3400 人，組織架構方面也發生了很多變化： 

innovatiQ 和 AMKmotion 成為 ARBURG（阿博格）家

族的成員公司，AMKmotion 作為傳動系的知名品牌也

將亮相技術節。您可以在本期雜誌中瞭解此次收購所發

揮的重要作用。 

此外，可持續發展這個熱點話題依然是本期雜誌重點介

紹的內容。您將從中瞭解到一台電動機 ALLROUNDER 

已可靠生產了 14 年，循環次數超過 3950 萬次；哪些

因素有助于實現注塑機的碳平衡；我們的客戶如何在 

ALLROUNDER 和 freeformer 上加工回料和生物塑料。 

同樣令人激動不已的還有我們贊助 Andreas Fath  

教授發起的「清潔多瑙河」項目——該項目是我們 

arburgGREENworld 活動的一部分：在本期雜誌中，您

可以瞭解他為何要在多瑙河遊 2700 公里到達黑海。

衷心希望我們的《TODAY》雜誌能為您帶來閱讀的 

樂趣。

Michael Hehl

管理股東

682425_today_79_ZH_TW_KV1_0.indd   3682425_today_79_ZH_TW_KV1_0.indd   3 06.07.22   15:0806.07.22   15:08



today 79/20224

技術節

專
家們對此次盛典已經翹首盼望

兩年之久：ARBURG（阿博格）

技術節恢復線下舉辦。無論是

誰，只要在	2022	年	6	月	22	日至	25	日

期間去參觀勞斯博格的這個「智慧工廠」，

就都被驚豔到。這是塑料行業獨此一家的

盛會，集中展示各項技術亮點，不僅有觸

手可及的創新應用，還能讓賓客們感受到

現場才有的那種獨特氛圍。

「客戶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現場體驗我

們的展品，近距離瞭解各種塑料加工亮點。」

ARBURG（阿博格）負責運營和業務發展部

門的管理股東 Juliane Hehl 高興地說道，「

我們也沒有閑著！我們的職員們投入了大量

精力，才將第一場沒有受到嚴格疫情管控的

大型活動變成一場無與倫比的盛會，即使過

了很久，我們也會記住這次活動。」

大量新事物等您來發現

事實上，參觀者們驚歎連連，即使是

那些經常光顧勞斯博格公司總部的賓客，

也總能發現新的事物：姐妹公司 AMKmo-

tion 和 InnovatiQ 首次在驅動技術這個版

塊（參見第 6 頁）下面展現全新的增材製

造解決方案。 

此次活動在整個企業內部展開，包括 

2021 年搬入的裝配車間和這個最先進的培

訓中心。若要在參觀公司後做進一步瞭解，

可以前往重新裝修過的公司餐廳進行諮詢。

50	台展品——個個都是亮點

以  a r b u r g X w o r l d  和 

arburgGREENworld 為主題的「效率」場

館獲得了極大反響。參觀者在這裏通過可

分類回收飲料杯這個案例瞭解到十分實

用的循環經濟和數字化相關知識難點。在

全新固定安裝了「arburgGREENworld」

和「arbu rgXwor ld」房間內，可以總覽 

ARBURG（阿博格）與之相關的整個業務

範圍。數字化方面的亮點還包括機器的創

意聯網以及 5G 通信，ARBURG（阿博格）

作為電信局的園區網絡試點客戶已經實施 

5G 網絡。培訓中心的專家講座和大約 50 

台展品，以及在客戶中心和整個公司內展現

的各項應用涵蓋了諸多熱點話題，如交鑰匙

系統、醫藥技術、增材製造和服務。

ARBURG（阿博格）的智慧工廠

在勞斯博格的這個「智慧工廠」，參

觀者在各個角落都感受到這樣一個事實： 

ARBURG（阿博格）在眾多話題領域均走在

前列。客戶門戶 arburgXworld 的相關談話

以及 GESTICA 控制系統及其數字輔助功

能的專家講座都體現了這一點；現場智能注

塑加工回料以及用 freeformer 進行工業增

材製造等示例也展現了這一方面。另外，參

觀者還發現 ARBURG（阿博格）與一些知

名的工業和研究合作夥伴在衆多話題領域

都有合作。工作熱情和靈感的火花由此點

燃。大多數人在回家途中就已經萌發了適

合自家企業的新創意。 

即使無法親臨現場，也可以通過觀看

這個視頻短片獲得靈感。掃描二維碼即可 

觀看。

終於再次開幕！
2022	年技術節：專家們群情激昂

視頻短片

2022 年技術節的亮點：「效率」場館 (1)、 

創新技術 (2)、5G 園區網絡 (3)、專家談話 

(4)、增材製造 (5) 以及客戶中心的 30 多名

專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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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它，做什麼都不行。它是每台

注塑機的核心部件，堪稱是質

量、性能和效率的主要决定因

素。傳動系的設計越優秀，定制程度越高，

機器就能更好地運作，更確切地說，生產出

的產品就更好。傳動系是當下熱議話題。很

明顯，ARBURG（阿博格）絕不會錯過任何

機會，因此注重在這方面進行自主研發和自

主生產。

技術總監 Guido Frohnhaus 十分確信

地說道：「最高品質以及量身定制的傳動

系是實現注塑機經濟運行的最重要前提，

只有這樣才能讓一家企業獲得可持續性的

成功。」因此，這一話題在 ARBURG（阿博

格）內部的熱度也居高不下。 

傳動系包含哪些部分？

細究一下，更能發現傳動系所起到的重

要作用：在 ARBURG（阿博格）看來，傳動

系涵蓋所有電氣和液壓單根管綫：用于移動

模具、預塑、注射、頂出、移動噴嘴和執行模

具功能。每個傳動系由驅動器、傳動元件、

自動控制技術和控制器組成。 

大量專利證明 ARBURG（阿博格）在

這一領域具備較強的創新能力：1975 年

的差動活塞系統、1983 年的 aXw 螺杆領

航、1993 年的阿博格節能系統 (AES)、1998 

年的行星絲杆驅動以及 2017 年的 aXw 壓

力領航——這些專利還只是冰山一角。

自主生產的優勢

收 購了作為驅 動專家和長年開發

合作夥伴的 AMKmotion，並將其納入 

ARBURG（阿博格）家族羽翼之下，也體現了 

ARBURG（阿博格）對傳動系的重視程度。

ARBURG（阿博格）的自主研發和自

主生產理念也在傳動系上面得到了回報：

「我們獨立自主，並且供應鏈的大部分都

掌握在自己手裡。」Guido Frohnhaus 著

重指出這一點，併補充說道，傳動系的自主

生產還增加了靈活性。得益于模塊系統，

我們可以滿足各種要求和用途，為不同的 

ALLROUNDER 提供最適合的液壓機或電

傳動系：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們的核心部件

產品

動機的傳動系。這位技術總監表示：「我們

不受現有標準和產品的‘束縛’，可以按照

特定要求個性化配置驅動器。」 

可持續發展的優勢

為進一步論證自己的觀點，這位技

術總監還提到了可持續發展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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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ARBURG（阿博格）憑藉自身全球獨此一家

的中央生產工廠及為老款 ALLROUNDER 

提供備件保障了長久發展。

「在不斷開發傳動系的過程中，我們注

重在保證流程穩定的前提下提高利用率，最

大程度地减少維護作業，併且提高能效。」

Guido Frohnhaus 表示，「如此一來，我們

才能在未來助力我們的客戶突破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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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NA-Products：由植物原料製成的可重複使用的杯子

預
計全球每一分鐘就售出大約一

百萬個一次性杯子，這數字著實

令人震驚！在與	2018	年成立的	

CUNA-Products	有限責任公司、德國弗

勞恩霍夫協會光電、系統技術及圖像處理

研究所工業自動化應用中心	(Fraunhofer		

IOSB-INA)	以及德國萊姆戈的	智能工廠	

OWL	開展的聯合項目中，ARBURG（阿博

格）積極參與尋找解決這一問題的環保解

決方案。	

在這個項目中，ARBURG（阿博格）

負責總體方案的設計工作和設備技術的

集成工作。另外，ARBURG（阿博格）還

傾囊相授自動化、數字化和生物塑料加工

方面的專業知識。除此之外，ARBURG 

（阿博格）還與其他合作夥伴携手通過人

工智能方法確定優化潜力，從而確保注塑

生產的工藝可靠性。

2021 年 10 月，智能工廠 OWL 

(smartfactory-owl.de/cuna-realproduktion) 

開始用負碳植物原料注塑生產可重複使用

的杯子。生物基塑料是一種生物 PE，由糖

基和木材組成，不再用到石油。 

團隊合作功不可沒

這種咖啡杯在一套交鑰匙系統的 2 

腔模具中製造而成，這套系統的核心是

一台配備 GESTICA 控制系統的電動機 

ALLROUNDER 570 A。一個帶有配套真

空夾具的六軸機械手將這些杯子取出，接

著在一個激光單元中直接對杯子進行精加

工，隨後通過緩存站和傳送帶將杯子從這套

交鑰匙系統中運出。

總而言之，CUNA 和德國弗勞恩霍夫協

會光電、系統技術及圖像處理研究所工業自

動化應用中心 (Fraunhofer IOSB-INA) 在十

個合作夥伴的協助下建立了一種數據驅動

型生產模式，全程跟踪進行數字存檔。這種

高度透明化的生產模式源源不斷地為人工

智能真實環境評價實驗室輸送數據，這些

數據可在開放式平臺上用于開發人工智能 

(AI) 領域的應用。

可使用多年，併可回收再利用

這些高品質杯子可以重複使用和回收。

這證明通過（咖啡杯）押金制度可以實現 

「從搖籃到搖籃」這個理念。這意味著「從

原點回到原點」，這是一種連貫一致的循

環經濟方案。這種適用于洗碗機的杯子具

有多種尺寸，可使用多年，之後通過 CUNA 

組織的回收循環就能分類回收加工成 

新產品。 

成功合作

這整個項目都與 arburgGREENworld 

計劃十分契合，該計劃致力于不斷提高塑

料加工的生產效率，從而可持續地降低產

品生產的碳排放，比如通過使用回料和生

物塑料。在未來，客戶可以在線上下單定做 

享受其中，毫無負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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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帶源源不斷地輸送杯子：德國弗勞恩

霍夫協會光電、系統技術及圖像處理研究

所工業自動化應用中心 (Fraunhofer  

IOSB-INA) 的創意經理 Nissrin Perez 及機

器學習研究小組負責人 Florian Gellert 對這

套系統的性能感到十分滿意。

合作

項目合作夥伴

CUNA 杯子，併現場體驗個人專屬杯子的

製作過程。 

CUNA 創始人兼總經理 Rafael Dyll 可

謂是相當滿意：「我們在德國用可再生的原

料進行生產，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併自

己組織回收再利用。所有這些都具有劃時

代的意義。另外，ARBURG（阿博格）和其

他合作夥伴向我們派遣了塑料生產行業頂

尖的技術專家，為我們保駕護航。這就為研

發麵向未來的生物塑料生產創造了獨一無

二的局面。」

照片：CUNA-Products

這個人工智能真實環境評價實驗室得 

到了德國聯邦經濟和氣候保護部 200 

萬歐元的資助，從 2020 年年初開始，

成為智能工廠 OWL 的一部分。 

參與「CUNA 生產」項目的除了

ARBURG（阿博格）之外，KUKA 

（機械手系統）、fpt（自動化）、 

REA Jet（激光打標和貼標）、 

BARTH Mechanik（機械結構和集成Ω、 

Digicolor（材料準備和輸送）、 

Hadi-Plast（塑料加工）以及wIanus 

Simulation（數字化）也參與其中。

享受其中，毫無負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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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用車內飾區域的結構件和內飾

系統零部件具有多種款型：憑藉	

ARBURG（阿博格）出品的一套

全自動交鑰匙系統，位于德國巴特薩爾茨烏

夫倫	(Bad	Salzuflen)	的塑料加工商	Coko	現

在能以較少的人力成本滿足這一要求，同時

保證產品質量維持在高位。這套系統共生產

出	16種產品，其中嵌件可最多達15個。

Coko 在巴特薩爾茨烏夫倫工廠投入使

用了一套全自動方案系統，其核心組成是一

全球流程管理部的 Dominick Sudeck 

（左）和工業工程部的 Sascha Boening 

站在 ARBURG（阿博格）方案系統的

複雜操作系統前面。

交鑰匙解決方案

一次生產出十六個不同部件
Coko：在一套交鑰匙系 統上生產出不同的汽車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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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合模力達 5000 kN 的 ALLROUNDER 

920 S。這套系統實行三班制，共生產 16 種

不同的部件。其中包括為一家知名卡車製造

商生產用於「門檻飾條」區域的四個功能件/

結構件以及十二個內飾系統零部件。這些部

件中有四個產品使用玻璃纖維增强 PA6 製

成，以及 15 個金屬嵌件包膠產品。其他十二

個不含嵌件的部件用 20 % 滑石粉增強 PP 

製成。從模具中取出這些 PP 部件後，自動

為其裝上夾子，最多可以裝八個夾子。

複雜產品——低廉價格

「這套系統是我司投入使用的第二套全

自動方案系統，使用起來完全沒有問題。」 

Coko 自動化工業工程部負責人 Sascha 

要求嚴苛的操作任務：這種夾具最多可以

夾住 15 個金屬嵌件，進入模具後，該夾

具能將這些嵌件同時定位在兩個半模中。 

Boening 表示，「高度自動化有助于我們以

相對低廉的價格製造出複雜的產品，這也是

我們選擇購買這套系統的主要原因。」

在用 PA6 生產部件的時候，可同時在供

料站中分離最多 5 個不同的金屬嵌件，合計

最多 15 個嵌件。供料裝置可替換，因此目前

可加工七種不同的金屬嵌件，由一個 KUKA 

機械手將這些金屬嵌件裝到裝載板上。 

確保精准嵌入

另一個機械手在此取出嵌件，它首先從

模具中取出成品，接著將這些嵌件同時定位

在兩個半模中。由於嵌件以不同的角度插到

滑塊上，因此夾具準確定位至關重要。注塑

過程結束之後，再檢查一遍是否所有嵌件

都在部件的正確位置上。這種 100 % 檢

查一部分在夾具中進行，一部分在外部測

試站進行。

對于那些不含嵌件的部件，機械手在

注塑結束之後從模具中取出成品。接著，

該機械手將成品運輸到夾子裝配站。在這

裏，將之前從散裝貨物中分離出來的夾子

單獨裝到這些塑料製品上，最多裝八個。

這時候，機械手將該部件定位在相應的裝

配頭的下方，因此，該部件「懸掛」在夾具

中。由于直接組裝到尚有餘溫的注塑件上，

因此可確保這種塑料-金屬複合件達到較

高的强度。最後，這些成品被取出放到一

條雙層傳送帶上。省去了精加工環節，工人

可以直接將這些部件分類裝入可循環使用

的包裝中。這套方案系統使用一套 16 個產

品的循環時間和注塑體積都不同的模具。 

要求最高質量

客戶提出的嚴苛質量要求還包括保

證達到 10 ppm（百萬分之幾）級別。這

也是決定使用一套全自動流程的一大重

要因素。質量規劃工程師 Simon Teixeira  

Correia 對此總結到：「要求越細，做出的成

品才越完善。」

作為一家全球系統供應商，Coko 是大

型複雜注塑件和組件的行家。巴特薩爾茨

烏夫倫工廠是這家公司的流程開發和創新

之地。秉承「一站式供應所有產品」這個經

營理念，Coko 提供專業的諮詢，併自主設

計和生產模具，以及自行全球采購模具。除

了注塑生產之外，這家公司還可以裝配複雜

的組件，甚至還能進行噴漆和其他精加工

操作，同時采用最先進的物流系統。Coko 

的客戶遍布全球，德國、荷蘭、波蘭和土耳

其是這家公司的主戰場。

從戰略角度出發，這家公司致力于讓

傳統與創新交融。這其中當然包括不斷提

升所有生產工廠的自動化程度，畢竟這是

確保未來能够繼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自動化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

ARBURG（阿博格）是可靠的合作夥

伴，在自動化改造領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

交鑰匙解決方案

一次生產出十六個不同部件
Coko：在一套交鑰匙系 統上生產出不同的汽車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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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交鑰匙系統的項目規劃和安裝階

段，與這家公司合作非常富有建設性。」全

球過程管理部的 Dominick Sudeck 表示，

「即使是短期合作，ARBURG（阿博格）團

隊也總能為我們提供建議並指導我們的行

動，因此，即使複雜度很高，裝備依然可以

投入使用，並且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看一眼模具（上圖）：帶有複

雜裝配板的機械手系統一共可

以夾持 16 種部件，每個部件

最多可以配備 15 個嵌件。

這套方案系統的俯視圖：左下方是分

離出來的嵌件，它們的前面是帶有機

械手的裝配工位以及帶有裝配板的中

央六軸機械手。

影片

交鑰匙解決方案

公司名：Coko-Werk GmbH & Co. KG

成立時間：1926 年

公司駐地：德國巴特薩爾茨烏夫倫、 

波蘭羅茲、土耳其吉爾吉斯柯伊

員工人數：1400 人，其中 555 人位于巴

特薩爾茨烏夫倫

行業：汽車、白色家電、供暖和空調技

術、醫療技術

產品：注塑件，包含裝配和表面精加工

聯繫方式：www.coko-wer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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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現
如今，機器控制器的區別體現在

哪裏？答案顯而易見：不同的功

能。由于操作人員面臨的時間壓

力越來越大，輔助功能直接提供支持就顯

得越來越重要。為	GESTICA	控制系統推出

的「aXw	循環助手」和「aXw	節能助手」縮

短了循環時間，降低了能耗，從而增加了經

濟效益。

ARBURG（阿博格）的輔助功能戰略如

下：機器「認識」自己的周圍環境。「循環助

手」正是依托于這個方案開發出來的。由於 

GESTICA 控制系統「認識」這個生產工序

流程，因此可以主動為設置人員提供有關

優化該系統的提示信息。「循環助手」系統

化分析同時運行的多個進程。分析得出一

個所謂的關鍵路徑，一旦較快的進程受較

慢的進程影響速度减緩，就會顯現這條關

鍵路徑。據此最終避免更長的循環時間。 

根據 ALLROUNDER 的配置，還需要

考慮到延遲時間、螺杆精確定位開始、啓用

信號和跨循環動作等標準。「循環助手」分

析正在運行中的這個循環，接著向設置人

員顯示一份優化建議列表，每注射一次就

會重新生成一次，且注明優先級。但最終是

否實施這些建議仍由設置人員自行決定。

縮短循環，降低能源

在「循環助手」的幫助下，一台配備 

4 腔模具的 ALLROUNDER 570 A 可以

將循環時間縮短 0.15 秒，產量每年增加  

44000 件。 

GESTICA 控制系統的另一個頗為

有趣的功能就是「節能助手」。在此將 

ALLROUNDER 加熱區的所有主要功能

關聯起來。由于「節能助手」認識這些加

熱區，因此就能以均勻且受控的方式加熱

或關閉料筒模塊和模具，比如進入待機狀

態。另外，材料也不易熱分解，熱流道也不

易受損。該助手還為機器操作工帶來了自

由閑暇時間，同時節省了能源成本。若在

一台配備 8 腔模具、熱流道和溫控設備的 

ALLROUNDER 470 H 上面使用「節能助

手」，就可以在加熱階段節省 2.31 kW 的能

耗，相當于節約了 34 % 的能耗。

隨時為您服務！
GESTICA	控制系統的輔助功能：在經濟效益方面創造附加值

「循環助手」主動提示生產工序

流程中的潛在優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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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ink	drop	–	stock.adobe.com

產品碳排放：平衡注塑機的碳排放

「綠色」二氧化碳平衡

arburgGREENworld

現
如今，幾乎所有人都將「碳排

放」掛在嘴邊。那麽這對注塑

機又有什麽樣的重大影響呢？	

ARBURG（阿博格）深入研究了這個話題。

對于注塑工程師而言，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新

機器投入使用前產生了哪些碳排放這個問

題。「從搖籃到大門	(Cradle-to-Gate)」的碳

平衡，即從生產到工廠大門這個週期內的

碳排放評估，能為此提供可靠的關鍵數據。

arburgGREENworld 計劃聚焦可持續

發展和資源利用率。在這個框架下，我們作

為機器製造商也積極參與評估自家客戶的

氣候保護活動。 

「從搖籃到大門」的評估

ISO TS 14067:2015 標準定義了產品

的溫室氣體平衡。根據這個標準，ARBURG 

比德國平均水平低 53 % 左右：一台 

ALLROUNDER 與電力相關的二氧化碳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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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原料相關的二氧化碳當量	
[單位：kg	CO

2
]

生產相關的二氧化碳當量*	
[單位：kg	CO

2
]

「從搖籃到大門」週期內
產生的二氧化碳當量[單
位：kg	CO

2
]

ALLROUNDER 370 H 6040 490 6530

ALLROUNDER 470 H 8600 700 9300

ALLROUNDER 570 H 15190 1240 16430

* 以排放係數 0.170 為基準（ARBURG（阿博格）的電力結構）

從搖籃到大門

「綠色」二氧化碳平衡

arburgGREENworld

（阿博格）嘗試測定 ALLROUNDER 的產

品碳排放 (PCF)。PCF 是指產品系統的溫

室氣體排放和清除的總和，采用二氧化碳

當量來表示。在「從搖籃到大門」的評估

中，ARBURG（阿博格）計算出了原料和製

造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當量。這個周期

內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僅占整個生命周

期的 5 %，餘下的大部分都是在客戶使用

期間產生，一部分需要數十年才會排放出

來。ALLROUNDER 的生產流程中有四個

過程步驟用到原料和電力：粉刷塗料、機械

處理和加工、電氣生產和裝配。

與原料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注塑機有超過 55 % 的部分由鑄鐵製

成，另外大約有 35 % 的部分由鋼和金屬

板製成。加權平均值[千克二氧化碳當量/

千克產品]可以根據八個原

料組確定。ALLROUNDER 

計算得出的這個排放係數

為 1.83 左右。以一台液電

混合注塑機 ALLROUNDER 

570 H 為例，這個係數乘以

產品自重之後，就能得出與

原料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大約為 15190 千克。 

與電力相關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在 製 造 階 段，電 力

需求也要計入 PCF 之

中。以德國電 力結 構 為例，排 放係 數

為 0.366（2020 年的數據）。ARBURG 

（阿博格）的垂直整合率約為 60 %，因此

排放係數低很多，僅為 0.17。這是因為德

國勞斯博格總部使用的是可再生能源；第

三方提供的電力也全部用生態資源產生。

具體說來，ALLROUNDER 570 H 與電力

相關的二氧化碳當量僅為 1240 千克，而

不是 2,670 千克，因此比德國平均值低了

將近 53 %。

將與原料相關的排放量和與電力相關

的排放量相加之後，展機的「從搖籃到大

門」的碳排放評估結果如下：二氧化碳當

量共計為 16430 千克（見表）。作為對照： 

在德國，每人每年平均產生的碳排放約為 

12000 千克，具體取决于消費、交通出行、

居住和飲食等因素。

ALLROUNDER 的研究結果表明： 

注塑機足以達到「碳平衡」。在產品碳排

放方面，原料產生的量是製造階段電力消

耗量的十倍之多。 

自主生產帶來優勢

本地供應鏈、自主生產比例高以及

使用可再生能源都有助於實現碳平衡。 

ARBURG（阿博格）會在互動式可持續發展

報告中公布有關能源效率和資源利用率的

其他實例。掃描二維碼即可觀看。

可持續發展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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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Fraunhofer IPK/Larisa Klassen

客戶報告

很
多塑料加工項目都致力于可持續

地使用產品。現如今，增材製造

正走入人們的視野，並且越來越

引起重視。位于德國柏林的弗勞恩霍夫生

產系統和設計技術研究所	IPK	管理了一整

個研究項目，為達成其中一個項目部分，該

機構采購了一台	freeformer	300-3X。

「生物融合 4.0：工業 4.0 中生物學

原理的整合」這個研發項目得到了德國聯

邦教育與研究部 (BMBF) 在《研究面向未

來的生產》這個框架方案下的資助，並在

卡爾斯魯厄研究中心的生產和製造技術部  

(PTKA-PFT) 監督下進行。該項目致力于找

到改用生物資源進行生產的解决方案，發

現併理解生物學原理，併將其應用于生產。

九個工業合作夥伴組成了一個聯盟，為自家

具體的項目開發實施輔助工具，這些工具

聚羥基丁酸酯 (PHB) 這種生物聚合材

料的不同加工狀態：顆粒、從噴嘴中排

出的材料和成品（大圖）。 

PHB 的實例——適合生產工人佩戴的

矯形器（小圖）。

Fraunhofer	IPK：freeformer	加工生物聚合材料

生物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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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應當可以應用于其他技術領域、行業和 

地區。

freeformer	300-3X	加工	PHB

弗勞恩霍夫生產系統和設計技術研究

所 (Fraunhofer-IPK) 的微生產技術部門負

責人 Christoph Hein 說道：「2021 年 7 

月，我們將這台 freeformer 300-3X 投入

使用，以一種更可持續的方式加工生物聚

合材料。」在他看來，與 ARBURG（阿博

格）密切合作是「勢在必行的，只有這樣才

能實現該項目在技術領域的苛刻目標。」引

進 3D 打印系統是毫無疑問的事情，除此

之外，ARBURG（阿博格）也能作為科學和

應用技術顧問在材料表徵、產品結構和構

造以及表面質量方面提供寶貴的支持和幫

助。正是得到了 ARBURG（阿博格）的鼎力

支持，整個加工過程從一開始就變得透明，

且操作起來十分精確。

將廢物變成生物塑料

具體來說，就是用可靠的工藝將通過

細菌發酵而得到的脂肪族聚酯——聚羥基

丁酸酯 (PHB) 這種生物聚合材料加工成產

品。從中獲得的成果預計能為進一步開發

和調整 freeformer 奠定基礎，從而讓這台

機器更好地加工生物聚合材料。將該機器

集成到物聯網平臺中也是一個重要方面，

在另一個項目合作夥伴和 ARBURG（阿

博格）的協助下實現過程監控、訂單存儲、

系統可用性以及觸發打印訂單。通過查詢

過程數據還能獲取有關材料使用的重要信

息，併能優化組件，比如通過數字孿生系統

或材料循環系統實現優化。

「在我們的生產技術中心使用生物基

材料增材製造備件是 freeformer 的一個

具體應用實例，」IPK 研究所微生產技術部

的研究助理 Annika Brehmer 總結說道， 

「其他應用實例還包括發酵生產並從細菌

內分離提取 PHB、材料的複合、為增材製

造開發特定應用參數以及工藝鏈的二氧化

碳平衡。」

用	PHB	製成的矯形器

在此期間，更多部件用 PHB 製成，如

適合生產工人佩戴的矯形器。 

IPK 研究所的微生產技術部門負責人 

Christoph Hein 表達了對這個項目的看法：

「將廢物變成生物塑料，接著再次輕鬆堆

肥——這在可持續材料循環領域絕對是一

種難能可貴的新方法。該工藝在測試階段

還首次加入了打印和優化工序。PHB 的材

料屬性與 PP 類似，因此這種材料在未來還

有巨大的發展潜力。」

公司名：弗勞恩霍夫生產系統和設計技

術研究所 IPK

成立時間：1976 年

公司駐地：柏林

員工人數：358 人（2021 年）

任務：為製造企業的整個流程鏈研發特

定的應用、調研與開發市場、研究與開

發實踐

聯繫方式：www.ipk.fraunhofer.de

加工生物聚合材料

生物發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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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機型屬元老級別，	已投入使用	

14	年之久，已運行了	3950	萬

次單個循環。德國吉爾興	HEINE	

Optotechnik	公司之前使用的一台電動機	

ALLROUNDER	470	A	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討

論。2021	年，這款機器被	ALLROUNDER	

370	A	取代，後者用于使用回料製造出耳

鏡套。老無所用這種想法是大錯特錯的。

這台被換下來的機器繼續在德國另一家公

司發光發熱。

之所以重新采購這台 ALLROUNDER 

370 A，是因為產品得到了進一步開發。新

模具的投入使用也促成了采購新機器這個

决定。HEINE 公司的生產部負責人 Thomas 

Albert 表示：「我們的高精度的新模具循環

時間僅為幾秒，在舊機上試模了下不是很

理想。」采購新機器的背後也蘊藏著一場

改革：作為全球領先的初級診斷儀器製造

商，HEINE 公司自述首次在醫療技術領域

用塑料回料製作耳鏡套。

在 Thomas Albert 看來，ALLROUNDER  

470 A「是真正的長跑運動員。它在我們公司

可靠地生產了 14 年，沒有出現過重大的故障

或較大的損壞，現在算是順利畢業了。在這段

時間內，我們也在這台 ALLROUNDER 機器

上為我們的耳鏡生產耳鏡套——使用不同的

模具，有時候也使用多腔模具。事實上是我們

的產品發生了變化，所以才不得不跟這台機器

說拜拜。」從這個角度來看，ALLROUNDER 

470 A 的超長使用壽命真的是令人佩服。

「它做得非常棒」

家 族 企 業、由 所 有 者 管 理、獨 立

自主——HEINE Optotechnik 公司與 

強大性能！
HEINE	Optotechnik：已運行	3950	萬次循環的	ALLDRIVE

ARBURG（阿博格）有很多共同點，實際

上，正是這些共同之處才讓這家公司在老

款機器跟不上需求之後又决定采購新機器。

「隨後我就挑選機型。」Thomas Albert 解

釋了重新采購 ARBURG（阿博格）機器的

原因。其中另一重要因素是：工作人員和售

後服務也是決定性的差異化優勢。「這台機

器一切都很棒。」——Thomas Albert 對這

台新 ALLROUNDER 投入使用後的評價。

用回料製成的耳鏡套

憑藉這款稱作 EcoTip 的最新產

品，HEINE 决定對醫療技術持續進行升級

再造 (Upcycling)。這種塑料提取自廢弃的

冰箱，耳鏡套讓這些材料煥發了第二次生

命。「原則上，我們更喜歡可重複使用的產

品。但出于衛生考慮，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只

客戶報告

HEINE 公司加工從廢弃冰箱中分

離提取的塑料回料，用來生產出

適用于耳鏡的耳鏡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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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次次循
環

INFOBOX

能使用一次性產品。」Albert 介紹了醫生和

患者對安全的需求。醫療技術的各項要求

都非常高。考慮到製冷設備會產生二氧化

碳，Albert 非常高興在全新 ALLROUNDER 

370 A 上使用的顆粒是從冰箱中提取的。

因為這樣一來每年就能為環境減少大約 

2000 噸的二氧化碳。這相當于一個人坐

火車出行 6200 萬公里所產生的碳排放，

即環繞地球約 1400 次。這位生產主管總

結說道：「這是一次十分大膽的嘗試，但是

絕對值得去做。」

照片：Heine Optotechnik

公司名：Heine Optotechnik 有限責任和

兩合公司

成立信息：1946 年由 Helmut A. Heine 

成立

公司駐地：德國吉爾興

員工人數：500 人

產品：初級診斷儀器及配件

行業：普通醫學、麻醉科、皮膚科、放大

鏡和照明燈、眼科、獸醫學科

機械裝備：14 台 ALLROUNDER

聯繫方式：www.heine.com

為 ALLDRIVE 機器做擔保：

生產部負責人 Thomas Albert（左）和塑

料料生產部負責人 Peter Rits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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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人能够立馬仿效他：Andreas	

Fath	堪稱是「游泳界的教授」。

在	2022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

為了引起人們對微塑料污染水體的關注，

他投入了大量心血和體力，完成了連續游

泳最高紀錄：他從烏爾姆一直游到了黑海，

也就是整條多瑙河，總長達到	2700	公里，

震驚了世人。每到達階段性目的地之後，他

和他的團隊還有精力進行大量活動和聯	

合活動。	

ARBURG（阿博格）是跨國項目「清潔

多瑙河項目」的三大主要

贊助商之一。「因為可持

續發展以及謹慎利用環

境和水資源是非常重要

的事情，因此我們全身

心地投入到這個項目中。

」ARBURG（阿博格）可

持續發展經理 Bertram 

Stern 强調道，「還因為

我們剛好是塑料加工機

器的製造商，我們希望向

大衆傳達這樣一個訊息：

塑料並不是垃圾，而是一

種可以收集、循環使用以

在烏爾姆和其他很多階段性目的地， 

各大媒體都對 Andreas Fath 教授和 

cleandanube 項目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及回收再利用的材料。」每一天，僅多瑙河

一條河，就有四噸塑料排入到黑海中，其中

大部分都是微塑料。

十個國家——一個目標

照片：cleandanube

清潔多瑙河項目：ARBURG（阿博格）是主要		贊助商

蔚為壯觀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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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這位「游泳界的教授」完成了 2700 公

里的游泳距離，橫跨了十個國家。在沿途的

多個站點，他的團隊在研討會和移動知識

充電會上提醒民衆注意多瑙河的污染。

另外，還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活動，如

清理河道、共遊多瑙河/乘船劃槳陪同游

泳活動、舉辦講座等等。一個移動實驗室

會定期分析水樣並將結果公佈在項目官網  

(www.cleandanube.org) 上。 

除了提供資金支持外，ARBURG（阿博

格）還出席了設在林茨（奧地利）、布拉迪

斯拉發（斯洛伐克）和布達佩斯（匈牙利）

的階段性目的地。在林茨，Andreas Fath 教

授在「ARBURG（阿博格）奧地利分公司成

立十周年」的周年慶典上發表了主題演講；

在匈牙利，ARBURG（阿博格）分公司的一

名員工乘獨木舟陪伴了他一段路。 

注塑機巡演

在項目啓動前的準備階段，一個由五

名學徒組成的團隊在勞斯博格的公司總部

花了大約 1000 個工時仿製了一台小型單

杠注塑機，併在隨行的船上進行了「巡迴

演出」。作為現場活動的一部分，參與者可

以用回收的塑料 (PP) 自行注塑出一個個

購物車開鎖圓片。這個例子表明：杯子、瓶

子和包裝等塑料製品在使用後可以分類回

收、再利用，併最終作為耐用產品再次發揮

作用。順便說一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機

器。現在，富特旺根應用技術大學將這個想

法列為教學目標。

1：搶手贈品：清潔多瑙河項目的官方浴帽。

2：Andreas Fath 教授（右邊）從 ARBURG 

（阿博格）培訓主管 Michael Vieth（中間）和 

ARBURG（阿博格）可持續發展經理 Bertram 

Stern 手中接過這台注塑機。

3：健身運動且積極向上：Andreas Fath 教授沿 

著多瑙河游了 2700 公里，一直游到了黑海。

4：全程跟隨採集水樣，並在移動實驗室內進行 

分析。

照片：Mario Kuemmel/AWP

照片：Mario Kuemmel/AWP

照片：ARBURG（阿博格）/Christ ian Strei l i 

照片：Mario Kuemmel/AWP

清潔多瑙河項目：ARBURG（阿博格）是主要		贊助商

蔚為壯觀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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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在機器控制器中集成注塑模擬

推倒虛擬高牆！

模
擬專業公司	 SIMCON	 攜手	

ARBURG（阿博格）專家們通過	

VARIMOS	插件和「aXw	填充助

手」將模擬軟件	CADMOULD	和	GESTICA	控

制系統聯網併集成起來，從而為優化填充模

擬制定出解决方案，併因此生成更準確的機

器參數。這樣做不僅提升了品質，還减少了模

具校準工作量，更是縮短了產品上市時間。

產品

為聯合開發感到自豪：SIMCON 公司

總經理 Paul F. Filz，工學博士（右）以

及 ARBURG（阿博格）開發部負責人 

Werner Faulhaber。

682425_today_79_ZH_TW_KV1_0.indd   22 06.07.22   15:08



today 79/2022 23

VARIMOS 是 CADMOULD 軟件中用

于變量分析的插件，用于系統化和自動化注

塑成型模擬。軟件在這個插件的幫助下知道

哪些變量可在什麼範圍內變化，如壁厚、澆

口位置或注塑參數，無需操作人員手動設

置變量。在此基礎之上，VARIMOS 自動創

建合適的模擬變量，接著高速運行這些變

量，併從模擬中得出結果。由于同時評估

多個變量，因此注塑件和模具的設計從數

周縮短到幾天。另一大成果就是得到一個

完整的模擬數據組，其中就包括機器參數

的第一個起點。這些成果可以進行數字化

處理，因此無需紙張即可傳輸到機器併用

于模具脫模——完全不需要費時費力地手

動轉換模擬參數。因此，直接就能從一個合

理的起點開始取樣。 

可創造巨大的附加價值

GESTICA 控制系統的輔助功能「aXw 

填充助手」可確保無錯誤且無損失地傳輸

模擬結果，併能將這些數據錄入到注塑機

的數據組中。作為第一次注射嘗試的起點，

機器控制器會在定義的機器上使用所選材

料為這個特定的過程計算出一個中央操作

點 (Centered Operation Point)。GESTICA 

控制系統將輸入值和填充模擬的結果轉換

成合適的機器參數。填充過程的可視化顯

示有助於精確測定首個注射體積，以便產

品可以安全脫模，且不會造成飛邊。接著，

機器設置人員可以繼續優化這些參數，並

最終確定下來。在實際操作中，通過這個指

定用於連接 CADMOULD 和 GESTICA 控

制系統的數據接口可以創造出巨大的附加

價值：集成的填充模擬功能不僅可以提高

產品質量、降低成本，還能縮短上市時間，

從而實現更可持續且更優質的注塑工藝。

經過優化的填充模擬功能：模擬軟件 

CADMOULD 和 GESTICA 控制系統

通過 VARIMOS 插件和「aXw 填充助

手」聯網並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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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URG（阿博格）土耳其分公司定位為

土耳其本土高級注塑機的市場領導者。受

新冠疫情影響，本應在 2021 年 12 月舉

行的 25 周年慶典被開放日取代。2022 年 

6 月，總公司派出了一個高管代表團補上了

這個周年慶。

丹麥分公司成立	25	周年

早在 1959 年的時候，ARBURG（阿

博格）就向一位丹麥客戶提供了第一台注

拉德福姆瓦爾德的阿博格技術中心 (ATC) 

成立 40 周年（從右往左）：股東 Juliane 

和 Michael Hehl、技術總監 Guido 

Frohnhaus、拉德福姆瓦爾德的 ATC 主管 

Ulf Moritz 以及前部門經理 Oliver Giesen。

截
至目前為止，ARBURG（阿博

格）在全球設立了	 34	 家分公

司。位於拉德福姆瓦爾德的	

ARBURG（阿博格）技術中心	(ATC)	到今

年六月份已經成立	40	年啦，堪稱是最年

長的分公司。ARBURG（阿博格）這家家

族企業在丹麥建立自己的分公司已有	25	

個年頭。另外，ARBURG（阿博格）土耳其

和奧地利分公司在今年補上了因為疫情而

推遲的	25	周年慶和十周年慶。

這四個周年慶加起來相當于是在歐洲

存在了一整個世紀。ARBURG（阿博格）借

此機會再次表明自己對貼近客戶及客戶市

場的重視。

拉德福姆瓦爾德分公司成立	40	周年

早在 1982 年的時候，ARBURG（阿

博格）就在拉德福姆瓦爾德建立了技術中

心 (ATC)，這也是第一個在勞斯博格總部之

外的自營機構。這個公司駐地現如今在 Ulf 

Moritz 的領導下成為整個德國北部和西部

客戶的熱門聯絡點。ATC 集服務、備件供

應、應用工藝諮詢和培訓功能於一身。該團

隊目前共有 33 名員工。因此，客戶還能在此

享受到各式各樣的全面售前和售後服務，涉

及到注塑工藝、增材製造和數字化領域。在

現代化的技術環境中提供全面的產品和應

用工藝諮詢得到了客戶的一致好評和極力

支持。在上貝吉施縣實施的這個方案大獲

成功，因此 ARBURG（阿博格）也在美洲、

亞洲和歐洲建立了許多其他 ATC。

土耳其分公司成立	25	周年

1996 年的時候，ARBURG（阿博格）

就將目光投向了博斯普魯斯海峽，在伊斯

坦布爾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從而彌合了東

西方之間的鴻溝。從 2001 年起，總經理 

Engin Malcan 一直在推動動態發展，並將 

塑機。為了大幅擴展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

的業務，ARBURG（阿博格）在 1997 年接

管了之前由 Eddie Oswald 管理的經銷商

處，併在丹麥成立了一家自己的子公司。從 

2018 年起，由 Michael Kylling 擔任格雷沃 

ARBURG A/S 公司的總經理。現如今，他

的團隊擁有 12 名員工，其業務和服務範疇

十分廣，精于自動化和交鑰匙系統。

奧地利分公司成立十周年

在 奧地 利這個要求苛 刻的市場， 

ARBURG（阿博格）自 2010 年起便擁有

了自己的機構。從 2018 年開始，位于因策

斯多夫的這個 ATC 就成為「克雷姆斯穀矽

穀」的核心地帶。總經理 Jerome Berger 

及其團隊在這個技術中心為客戶提供大量

有關技術諮詢、自動化、服務、銷售和培訓

方面的專業知識。ARBURG（阿博格）專家

企業

周年慶：四個	ARBURG（阿博格）分公司加起來相當于在歐洲存在了		一整個世紀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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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們也被視作是培訓和研究領域的創新合作

夥伴。受新冠疫情影響，此次周年慶活動

和開放日活動不得已推遲到 2022 年 5 月

舉行。

ARBURG（阿博格）土耳其分公司成立 25 周

年：股東 Renate Keinath、ARBURG（阿博

格）土耳其分公司總經理 Engin Malcan（右）

、銷售與服務總經理 Gerhard Boehm（右起第

二位）以及 ARBURG（阿博格）土耳其分公司

的服務部經理 Adem Vardar。

ARBURG（阿博格）丹麥分公司成立 25 周

年：ARBURG（阿博格）丹麥分公司總經理  

Michael Kylling（右起第二位）、技術總監  

Guido Frohnhaus（右）以及歐洲銷售部負責人 

Steffen Eppler。

ARBURG（阿博格）奧地利分公司成立十周年：

股東 Juliane Hehl、ARBURG（阿博格）奧地利

分公司總經理 Jerome Berger（右起第二位）、

銷售與服務總經理 Gerhard Boehm（左）以及前

德國/奧地利銷售部負責人 Oliver Giesen。

ARBURG（阿博格）分公司加起來相當于在歐洲存在了		一整個世紀

照片：ARBURG/Christian Strei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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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須更加精確，更加衛生。醫療技

術產品對於精度和技術性能的

要求一直是行業最嚴苛的。來

自奧地利福拉爾貝格州克勞斯的	Lercher	

模具製造和注塑成型有限責任公司深知

這一點。這家公司前不久剛憑藉自己的

潔淨室的生產系統進軍醫療技術領域。	

ARBURG（阿博格）是在這期間不可或缺

的合作夥伴。

通過一台直接連接到潔淨室的機器生

產出適用于牙科的塑料製品。在這個潔淨室

的下游將這些塑料製品組合成一個產品。這

台配備潔淨室模塊的液電混合動力注塑機 

ALLROUNDER 520 H 將封裝的產品輸送

到另一個更大的潔淨室內，在那裡對產品進

行檢驗和組裝。從這個潔淨室中出來的產品

就是包裝好可以交付的成品。這些產品用 

PBT 和 PE 製成。在該工廠的最終擴建中，

共投入使用了四台機器。「ARBURG（阿博

格）在所有領域，尤其是自動化和醫療技術

領域，經驗豐富且知識淵博，並且一次又一

次地刷新我們的認知程度。」這家家族企業

的董事長 Mag. Sandra Ender-Lercher 對合

作和支持贊不絕口。

液電混合動力注塑機	ALLROUNDER		

是首選

在采購了第一台液電混合動力注塑

機 ALLROUNDER 後，接著完成了以  

ALLROUNDRER 570 H 為核心集成的交

鑰匙系統。隨後雙方又繼續潔淨室的搭建合

作。對于牙科產品（多腔模具中有 3 個不同

產品）的自動化生產，HIDRIVE 系列無疑是

最佳選擇。對此 Sandra Ender-Lercher 表

示：「用于牙科的塑料產品對精度有明確的

規定，即必須確保最終用戶可以安全使用，

不僅質量要檢驗合格，還得采用無菌包裝。

」由于這種機器特性，可以使用體積大且注

射量小的多腔模具。歸根結底，這也是一個

成本問題。2022 年上半年開始批量生產。

兩個潔淨室聯結生產牙科產品，配備

了 KUKA 機械手和 SELOGICA 控制器的

牙科產品合作夥伴
Lercher	模具製造公司：奧地利家族企業生產牙科技術產品

注塑機接駁潔淨室。通過機械手取出注塑

件，接著通過一條傳送帶將其運輸到第二

個潔淨室中。在 ALLROUNDER 的鎖模

單元和機械手系統的外罩上安裝了兩個帶

主過濾器和預過濾器的空氣淨化罩。所用

的模具由 Lercher 自己製造。配備取出模

塊和夾具的機械手系統直接在現場獨立運

作。所有機器都配備了采用 OPC-UA 協議

的主機接口以及不良品剔除功能，確保精確

跟蹤的同時保證成品的質量。 

不僅僅只是合作關係

Sandra Ender-Lercher 總結說道：「從 

2019 年開始，我們就在潔淨室技術方面與 

ARBURG（阿博格）密切溝通。由于我們現

在也引進了 IATF 16949 之後的醫療標準，

因此潔淨室設施完全沒有問題。」 

在合作期間，ARBURG（阿博格）的售

前服務和售後服務給人留下特別深刻的印

象。Sandra Ender-Lercher 對此說道：「我

們作為客戶被認真對待。ARBURG（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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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每次都會派遣合適的連絡人到我們的

現場，指導我們找到與實際情况相符的解

決方案。」

ALLROUNDER 與一個潔淨室對接， 

在這裏檢驗和組裝注塑件（左圖）。

這套交鑰匙系統結合使用了兩個潔淨室， 

由一個集成在機器控制器中的六軸機械手

負責處理產品（下圖）。

客戶報告

照片：Lercher/Patr ick Saely

公司名：Lercher 模具製造和注塑成型

有限責任公司

成立時間：1979 年

公司駐地：奧地利福拉爾貝格州的克 

勞斯

生產面積：約 8000 ㎡

員工人數：約 140 人

行業：醫療技術、汽車、五金配件、包裝、

電氣工業、可再生能源、消費品

機械裝備：40 多台注塑機，其中 5 台 

ALLROUNDER HIDRIVE

聯繫方式：www.lerche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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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臻於至善。這是很多人的行事準則。而這也是我們
最新一代控制系統 — GESTICA 控制系統 — 的最好寫照。這
款由我們全權研發和生產的控制系統可謂是登峰造極。在可靠
性、性能、使用壽命、兼容性、安全、交互式操作以及外觀和
觸感方面，均無可比擬。趕快來試用吧。 
www.arburg.com

GESTICA

卓越超群
功能全面

全球標準

品質保證技術成熟

高度安全

控制中心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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