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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透明 
高端技术值得期待

PRELACTIA®瓶坯现身DRINKTEC展会 
乳品包装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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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 

大约在1年前，塑料加工行业齐聚K.  Netstal，庆祝ELIOS系列的成功上市。这是一

种高效的薄壁包装高端生产系统。

这一飞跃让我们的设备和技术得到极大发展。在德国慕尼黑国际饮料及液体食品

技术博览会 (drinktec) 和德国塑料工业展览会 (Fakuma) 上，我们将向您展示最激

动人心的应用。这些应用能够为您和您的客户提供高效率加工解决方案和魅力产

品的全新创新思路。

今天，技术进步使光学检测系统与注塑机控制系统之间的自适应控制回路成为

可能。我们将在drinktec上向您展现智能机器控制系统用作指挥中心的奇妙前景  
从那里出发所有工艺流程只需在一个加工单元内进行控制。同时，我们将工业4.0
纳入瓶盖生产中。

PRELACTIA®技术代表着高效低成本的PET阻隔瓶坯、创新的饮料瓶设计和革命性

的乳品保鲜度。在这一版本中可找到关于法国瓶坯和瓶子制造商的背景信息，该

制造商最近几年已成功运用PRELACTIA®技术。

医药产品的洁净室加工越来越注重绝对精度和洁净度。我们与SCHOTT Schweiz紧密

合作，在这一领域赢得一位极富经验的客户，他介绍了与Netstal Service & Solutions
的合作经验。此外，我们讨论了当今通用的洁净室标准，并揭示如何协助客户通过

认证。

我们知道，在批量生产中，几十毫秒、几十毫克就可以决定经济上的成功与否  
因此，我们将高精度控制看作与注射速度和保压一样重要的参数。并且在设计解

决方案、材料和加工中重视高端质量。从而以最少的材料用量保证近100%的合格

品产出率。我们对此始终坚持如一。敬请参阅此刊中的详细描述。

您的Renzo Davatz
Netstal-Maschinen AG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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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NKTEC 2017 — 
国际乳品行业的盛会  

乳品不只是乳品。乳品混合饮料是当今的

趋势，并改变着市场。此类产品目前全球

每年的零售额达到1000亿欧元左右。这已

经相当于国际市场上标准乳制品的零售额  
在世界领先的饮料和液体食物工业展会

drinktec上，市场专家将为您深入分析乳品

行业的创新产品。drinktec同时也是乳品行

业全球领先的展会。

Netstal将在它的展台上为您展出乳品饮

料的创新型包装解决方案。Netstal利用

PRELACTIA®为您提供成本低、效率高的

PET阻隔瓶坯。PRELACTIA®代表了创新性

的瓶身设计和革命性的乳品保鲜度。而且

由于瓶子总是需要配上一个盖子，展台上将

同时生产与瓶坯配套的38 mm瓶盖。

PDG PLASTIQUES扩充了 
2C阻隔瓶坯的生产

从NETSTAL展台直接运至位于 
马勒塞布的PDG公司 
PET-LINE 2C在那里与现有的五条

PRELACTIA®生产线同时生产。

PRELACTIA®  
     三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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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掩饰的奢华。透着洁白的光泽、略微丰满的体态，代表着内部蕴含液体的
波浪线。PDG Plastiques利用PRELACTIA® PET瓶为乳品和乳制品提供完美包
装。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高需求，这家法国瓶类专家在其目前的产能基础
上扩展第六条Netstal PRELACTIA®生产线。

文字：SABINE KOB博士 图片：FOTOLIA、NETSTAL、PDG PLASTIQUES

和一种乳品包装方案 

Netstal 5主题



PREL ACTI A®是与产品相结合的专业技术  
西班牙模具制造商Molmasa和Netstal一起

开发了这项技术，PDG Plastiques作为首位

用户在第一时间引进了加工厂的经验。利用

PRELACTIA®可以 — 作为市场上唯一的成熟

工艺 — 将一公升超高温乳品（UHT乳品）可靠

地包装在仅24克重的瓶内。这一切的基础是一

种双层结构的瓶坯，其主要作用是：白色的外

层漂亮，可吸引消费者的眼球；灰色不透光的

内壁用于保护乳品。PRELACTIA®瓶几乎可以

100%阻隔光线，因此特别适合于保鲜度中的

王者 — 超高温乳。由于它的保存期限最高可

达六个月，因而它相对于保久乳（大约21天）

甚至鲜奶（最长10天）的包装相比，对其容器

的要求更高。

21台Netstal机器正在运行

PRELACTIA®的核心是质量和成本效率，因而

PDG Plastiques要求自己不断向客户提供最佳

的解决方案。这家家族企业从1948年成立至

今始终致力于生产饮料和液体的存放容器。如

今，该公司的85位员工采用一步和二步工艺每

年可生产约13亿只PET瓶坯和5000万只瓶子  
容量从20毫升至10升不等。瓶坯重量从2.4克
到90克不等。与Netstal的合作要追溯到1985
年，从一台二手的150吨机器开始。1990年投

入第一条PE T生产线，从此有21台Net stal
机器投入运行。P D G公司所有人和总经理

François Desfretier着重赞扬了它们的可靠

性和良好的客户服务。Netstal与Molmasa将
共同在慕尼黑drinktec上展出PREL ACTIA®

技术。之后，这条PET-LINE 2C会直接从展台

运往位于马勒塞布的PDG公司。在那里它将

与现有的两台PET-LINE -2C机器和三台基于

SynErgy型号系列的第一代PRELACTIA®系统

一起投入生产。由于其设计具有加工灵活性  
当出现产能波动时，这条先进的PET-LINE 2C
也可以毫无问题地用于单层应用工艺。仅需通

过软件将对第二个注射单元禁用即可。在生产

单层瓶坯时，可以在机器产能范围内选用24至
72个模腔的模具。

减少使用昂贵的添加剂

相反，PRELACTIA®瓶坯是通过二次成型，即

分两步分别用32个模腔产生的。首先将深色的

组分注入模具，接着将瓶坯在各个独立的模

腔中包上浅色的外层。通过这种方式精确控制

两层的厚度  – 与竞争对手的工艺相比，最大优

PRELACTIA®可以阻隔几乎

100 %

... 只需 
更少的添加剂

的光线

                加入瓶坯

内层1mm

外层1.4 mm

 
PRELACTIA®瓶坯横截面

6 AHEAD 2017年1月版主题



... 实现 
 独特的瓶身设计。

PRELACTIA®与单层解决方案的 
透光性比较

400 nm 500 nm 600 nm 700 nm

波长 (使用积分球)

PET PRELACTIA® 单层 PET

透光率

单位：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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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经济性上。接着，为了用紫外线阻隔层保

护敏感的内容物，向其中添加了白色色素钛白

粉。这种添加剂也为将来的瓶子赋予美观的白

色。由于PRELACTIA®瓶坯的外层专门用于承

担这个任务，这里大约5%的瓶坯重量足够了。

而只有一层PET的瓶坯则需要加入15%的钛白

粉，由于钛白粉的成本非常高，这会大大增加

成本。一年7000万PRELACTIA®瓶坯的年产

量，每只24克，总共可以节约240吨左右的昂贵

添加剂。

二次成型在技术和经济学上的说服力

多年来在乳品灌装中广泛使用的HDPE瓶在

技术上已经过时：沉重 (30克)、材料价格高  

光阻隔效果较低、挤出吹塑成型导致外形设

计极其有限。在螺纹上还会出现密封性问题  
需要使用铝箔提供额外的密封。如果我们把

drinktec上的17克PRELACTIA®瓶坯应用与

类似的0.5升容量的21克HDPE瓶相比，以1.05
亿的瓶年产量计算，仅原材料和添加剂就能

实现绝大的节约。PET的市场价大约比HDPE
低30%。

对于希望将乳品安全地灌装入塑料瓶的厂商

而言，PRELACTIA®不容错过，而且纯PET材
质的容器可以在使用后完全回收利用。由于

PET瓶的两步生产工艺，PRELACTIA®技术为

大型乳品公司打开了不同于竞争对手的独特瓶

身设计的窗口。

所以，François Desfretier预计会有巨大增

长，因而希望进一步开发和拓展该技术：“我

们希望将来也能通过创新力和质量从众多竞争

对手中脱颖而出。Netstal是这方面理想的合

作伙伴。”

PDG PLASTIQUES
85位员工每年生产约13亿只 
PET瓶坯和5000万只瓶子。

“ 对于希望将乳品安全地灌装入塑料瓶的 
厂商而言，PRELACTIA®不容错过。”

      FRANÇOIS DESFRETIER，PDG PLASTIQUE企业主和总经理

您的联系人：

Stefan Kleinfeld
饮料应用和产品经理

stefan.kleinfeld@nets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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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生产非碳酸和碳酸饮料螺纹瓶盖的厂商

在一开始都会遇到一个最根本的决定：哪种技

术最适合哪种类型的瓶盖？哪种工艺能实现最

低的单件成本？注塑成型和压塑成型这两种生

产工艺从技术上看相互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实

际情况是：注塑成型工艺占40%的市场份额。

它的效率和可靠性能够有进一步的提高。

注塑成型有很多优点

很多先进的瓶盖设计明显偏爱注塑工艺。“对

于轻型薄壁标准瓶盖，它尤其能发挥优点：成

型的密封几何形状干净，因而可以大批量生

产高可靠性的密封瓶盖”，Netstal亚太区销

最低的饮料瓶盖单件成本

注塑、轻巧、 
密封、高效
在饮料瓶盖领域中目前主要有两种生产工艺可选择：注塑成型和压塑成型。用户
采用市场领导者Netstal的注塑成型解决方案可获得最佳的组合收益：灵活的设计
选项、可靠的功能性瓶盖和最低的单件成本。

文字：MICHAEL BIRCHLER 图片：NETSTAL

售总监解释说。相反，压塑成型工艺的材料

使用太少。这会导致质量问题，因为塑料在能

够被压塑成型之前，就已经在低温模腔中剧

烈冷却。

产量和单件成本是关键

压塑成型的捍卫者经常以其比注塑成型短得

多的循环时间来证明其优势。但对不同工艺循

环时间客观地进行相互比较十分困难。必须用

一个相同的瓶盖在一个完整的对照表中进行

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对整个资金投入和操作成

本以及单位时间的产量进行比较。最后，本系

统以最高的产量和最低的单件成本胜出。

9主题



每分钟最多3000个瓶盖成品

尤其 在生产特别轻质的瓶盖时，先进的

NetstalELION系列大功率注塑系统具有循环

时间极短、模腔数高和能耗最低等优点。举一

个例子：当使用ELION 4200-2900和96个模腔

的模具时，每小时可生产17万个左右的29/25
型瓶盖。这种瓶盖的单件重量仅为1.2克，主

要用于采用国际标准短开口29/25 (29 mm螺

纹直径和25 mm内径) 灌装入PET瓶的非碳

酸水。

混合动力技术降低单件成本 
在降低单件成本的各个因素中，先进的注塑机

优化的能源效率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使

用了混合动力设备，它们的电能消耗通常只有

上一代全液压设备的一半”，Müller说。在生

产上文提到的29/25瓶盖时，整个系统的电能

消耗仅为每公斤材料0.56千瓦时。

Shoot and Cap：用最小的占地面积一步式生产

“在注塑机上，每一次注塑过程都可生产出

带有防盗环功能的成品瓶盖。我们在实际生产

中把它叫做“Shoot and Cap”， Netstal应用

团队主管Peter Schmid说。因此，注塑系统相

对而言需要的总占地面积更小。如果是压塑工

艺，那么必须先瓶盖成型，然后在独立的设备

上先切割出防盗环，然后再折叠。但是，更多的

工艺步骤提高了生产的复杂性和生产缺陷的

风险，并且需要更多的空间。

可靠的功能和灵活的设计选择

注塑工艺在设计瓶盖时也具有很多优势。“由

于这是一种万能的机器技术，所以在瓶盖形状

“ 如果想要 
灵活性， 
请务必选择 
注塑工艺。” 

      PETER SCHMID， 
      NETSTAL应用团队主管

10 AHEAD 2017年1月版主题



和功能方面具有无限的可能。在同一台机器上

可以生产Flip-Top瓶盖、运动饮料瓶盖或其他

特种瓶盖。而在压塑生产线上只能生产标准螺

纹瓶盖”，Schmid说。“ 如果想要灵活性，请

务必选择注塑工艺。” 

重量轻，带密封唇

瓶盖首先要满足关键的主要任务：必须绝对  
可靠地密封瓶子。液体不能流出，异物不能进

入饮料。这个任务是由瓶盖内侧的密封唇来实

现的。尤其对于非常薄、重量非常轻的型号来

说，工艺窗口窄、材料用量少，这对密封唇的

设计提出了重大挑战。注塑成型工艺也可以生

产这种具有可靠密封功能的瓶盖。

完美瓶盖生产中的领先的机器技术

Netstal高精度机器注塑成型工艺的一大优

点在于，根据应用和瓶盖类型，达到加工温度

的材料可以在不到0,2秒的时间内进行注射  
这实现了最精密的密封唇成型，因而能可靠保

护瓶内的饮料”，Schmid解释道。

产品的属性受到多种参数的影响：例如材料熔

液在模腔中冷却时产生的材料损耗，以及分别

添加的色母粒。精心设计的Netstal控制技术

可以对此进行优化调整。颜色切换可以在最短

的时间和最小的循环内完成。

完美的印刷基板

如果我们将注塑与压塑瓶盖的表面相互比较

时，通常发现注塑产品的中心部位有清晰可触

摸到的注塑点。除此之外，这些瓶盖能更好地

进行调质改进。瓶盖在印刷后注塑点从外观上

看通常没有压塑工艺产生的不规则条纹那么

显眼。这些条纹是当切下的塑料颗粒进入水冷

模具时产生于表面的。材料在被全力压入模具

之前，在接触点上提前被不均匀地冷却。

整个设备的高效率带来最低的单件成本

总体而言，如今有非常多的论据支持使用先进

的注塑机生产饮料瓶盖。用户可以从极高的

灵活性、出色的精度和一步式生产过程的可重

复性中获益。“凭借整个设备超过95%的高效

您的联系人：

Stefan Müller
亚太区销售总监 
stefan.mueller@netstal.com

Peter Schmid
应用团队主管 
peter.schmid@netstal.com

率，在Netstal机器上生产大多数瓶盖时均能

实现可靠的质量和最低的单件成本。“特别是

对于世界上各家领导企业都在大量生产的轻

量化瓶盖”。

NETSTAL注塑成型工艺的 
优点
•  一步完成瓶盖成品 (Shoot and Cap)
•  生产面积需求较低

•  重量极轻的瓶盖也能保证密封性

•  适用于所有类型瓶盖的万能机器技术

•  最高的整体设备效率和最低的单件成本

ELION系列 
高效生产各类瓶盖的

完美技术。

Netstal 11主题



AXOS将成为指挥中心

由CapWatcher III传输的数据将显示在机

器控制系统上。

展现在正确的光线下

CapWatcher III用八个摄像头 
根据最多30条标准检测瓶盖。

作为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Netstal的应用工程

师迫切致力于如何让瓶盖、PET瓶坯、包装或

医药技术零件的整条生产线变得更高效。“我

们的愿景是开发出一种智能注塑机，能够与相

连的外围设备进行通信，并通过它们进行自适

应调整。从而使整个过程能够更加耐受各种干

扰因素”，Netstal应用团队主管Peter Schmid
说。用户将从极简化的操作和最大的经济性中

获益。

与Intravis公司合作提供战略性开发服务

外围设备是指在一个生产系统框架内与注塑

机相连的所有系统：材料干燥、空气除湿、冷

却、自动化。也可以是一种内置的摄像头控

制系统，正如德国公司Intravis为全世界客户

开发的那种。这家位于亚琛的公司凭借其塑

料包装行业光学检测系统的创新型交钥匙解

DRINKTEC 2017上的塑料工业4.0

表象背后的观察
操作友好、质量安全和高效仍然是开发的首要目标。如今，周边系统的数据可以实时进行分析，所
以注塑机可以自适应地调整过程。在drinktec上，Netstal与Intravis公司一起展示通过控制回路连接
注塑机与光学检测系统。

文字：MICHAEL BIRCHLER 图片：INTRAVIS、NETSTAL 

决方案，多年来始终是Netstal的战略合作伙

伴。CapWatcher III是一款特别成功的产品  
这款精心设计的系统用总共八个摄像头根据最

多30条不同的标准检测瓶盖。其中包括瓶盖椭

圆度、直径和色差等。一个检测系统每小时可

以检测和分析最多25.2万个瓶盖。这个系统可

以在运行中生成关于多种产品性能的全面数

据。到现在为止，这些信息可以用于趋势分析

和手动纠正措施分析。将来，这些数据将被机

器控制系统aXos接收，然后直接用于自适应过

程调整。

经Euromap 82接口的自适应控制回路

为了能够尽快向全体客户提供这种重要的附加

值，Netstal和Intravis公司的专家携手进行双

方系统的进一步整合。计划在光学检测系统和

注塑机控制系统之间安装一个自适应的控制

12 AHEAD 2017年1月版主题



工业4.0
注塑机与相连的外围设备进行通信，并自

动控制生产过程。
回路。两家企业在drinktec上就将在塑料工业

4.0 Showcase上首次展出一款此类的控制回

路。在展台上现场生产的瓶盖其最重要的产品

属性会被CapWatcher III持续分析，并以数据

包的形式传送到aXos机器控制系统上。此时将

使用基于OPC-UA的Euromap 82接口。这是注

塑机和外围设备之间的标准通信接口。

将外部数据完美整合入aXos机器控制系统

Netstal的应用技术人员和塑料技术专家与

Intravis公司合作将其专业知识融入实用的新

aXos功能中。来自CapWatcher III的数据以实

时瓶盖规格的形式直接显示在aXos机器控制

系统内。直径等各个特征也可以根据需要显示

在可个性化配置的仪表板上，因而可以让机器

操作员随时查看。从这里开始有两种集成方案

可以考虑。在一种简化的方案中，一旦特定产

品属性超出规定的公差范围时，就会在aXos显
示器上显示一个报警。然后用户可以手动进行

必要的修正。“如果瓶盖直径太小，用户可以

操作滑块将其调节到希望的直径。所有基础性

机器参数均可自动设置”，Schmid如此解释  
由于控制回路持续传输数据，一旦调整后注射

的瓶盖经过检测系统时，就可以得到直径变化

的反馈信息。这大大简化了机器的操作，并实

现明显的效率提升。但是，我们的根本目标是

连续且复杂得多的信号联系。那么aXos控制

系统就可以对直径的最小变化作出自适应的响

应，并在规定的过程窗口内全自动地进行必要

的调整。所以能够持续地生产具有精确设定的

产品属性的瓶盖。

充分利用瓶盖生产线的全部产能

研发工作远不止drinktec上展出的那些。拥有

您的联系人：

Peter Schmid
应用团队主管

peter.schmid@netstal.com

瓶盖应用的客户很快就可以在aXos控制系统

的辅助下将CapWatcher III整合到他们的生产

系统中。眼下就有切实需求：“我们很多客户现

在就对这个创新解决方案非常感兴趣，因为它

可以再一次提升生产线的操作友好性和效率”  
Schmid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Netstal 13主题



技术加专业知识

最高效率和洁净度：
在洁净室内注射成型

在当今的医疗技术和医药行业，洁净室已成为生产
无菌或所谓“洁净”零部件的标准配置。Netstal
为洁净室条件下的注塑应用推出领先的机器技术，
并在兼顾严苛的GMP准则的条件下规划客户的生
产流程。

文字：MICHAEL BIRCHLER 图片：GERRESHEIMER、NETSTAL

Netstal的专家了解各种资格鉴定方法并具备相关知识，同样能够确保

可靠制作各种重要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档”，Netstal业务开发总监

Patrick Blessing博士说。尤其是医疗应用，它们在投产前需要一个非常

长且深入的项目准备阶段。为了能够获得完全整合的系统解决方案，制

造商和客户之间的提前紧密合作是重要基础。

供货划分带来高效率

复杂的生产过程和紧密的时间安排让很多生产商很难自主地完成GMP
准则方面所需的调整。“我们拥有与此相关的全方位能力和丰富的测量

技术知识，因而能够保证对注塑机进行符合GMP的调整”，Blessing
说。客户会收到符合GMP要求的全套资料，除了标准运营指导外还包括

所需的相关文件、检测工具证书和检查表。整个过程将在与客户持续不

断沟通与协调中完成。

批量产品一次性注射

洁净室条件下的注塑 
成型工艺高效生产

工艺与产品

工艺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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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电动ELION保证最高效率和经济性

Netstal的机械技术是洁净室内注射成型的基础。锁模力最高可达2800 kN 
的全电动ELION系列机器是医疗应用中较经济的标准解决方案。持久的

加工稳定性和高注塑动态性使该系列成为移液管、培养皿、注射装置、

采血管、日抛型隐形眼镜、笔型胰岛素注射器及很多其他医疗技术塑料

部件等复杂生产设备度身定制的核心部件。

整体设备效率令人期待

ELION系列整体设备效率和可靠性高，因而能够以最低的单件成本获

得稳定出色的产品质量。98 %左右的机器可用性达到了市场的最高水

平”，Blessing强调道。高精度和单次注塑之间的稳定性使之能够在极

小的公差范围内连续生产，有效地将次品率降至最低。该系列机器1.2至
1.4秒之间的干燥循环速度可能已创造了世界记录。同时，该机器运行平

稳安静。“我们的很多客户都对该机器平稳、无振动的动作流程和比其

他品牌低得多的噪音排放给予好评”，Blessing说。

MED-KIT提供后续符合洁净室要求的装备

为了确保装备后续符合洁净室要求 — 根据选择的装备，ELION系列

最高可达到ISO 5的洁净室等级 — 所谓的MED-KIT套装中提供了大

量的选装配件。最引人注目的是优化的板材表面设计和白色的专用油

漆。这不仅让机器看起来更具医疗器械的气质，更方便了清洁，因而保

证满足重要的要求。此外，机器高度增加简化了机器底部的定期清洁

过程。

NETSTALELION洁净室用型号

全球医疗和医药产品制造商

的很多工厂中优先选择的生

产基础

“ 我们可以保证对 
注塑机进行符合 
GMP要求的调整。” 

      PATRICK BLESSING博士， 
      NETSTAL业务开发总监

工艺与产品Netstal 15



Netstal拥有专利的喷嘴吸尘罩“Clean Purge”显著降低了向外注射时

的颗粒泄出。为此，将根据机器的运行状态自动调节体积流量。“封闭的

拖链可进一步防止最微小颗粒的泄出。这是洁净室应用的核心优势”  
Blessing强调。

优化的洁净室设计

ELION的标准规格就已经允许其合模单元在纯净的生产环境中使用  
所有轴承部位均采取了完美密封，润滑油在气密的回路中流动。另

外，Netstal有意放弃使用主轴和皮带传动。这两者是典型的污染源，出

于质量原因不被Netstal采用。机器可以选装一个层流罩，另外一块由

INOX板材制成的盖板有利于形成层流气流。电镀封釉的模板可完美防

止腐蚀。水、空气和电等所有接口完全集成在机器保护盖板内 — 可灵

活匹配不同的应用。模具单回路监控通过流量、压力和温度传感装置确

保了稳定的产品质量。

您的联系人：

Patrick Blessing博士

业务开发总监

patrick.blessing@netstal.com

洁净室1×1

深厚的专业知识让Netstal成为医疗

和医药塑料制品制造商优先选择的

合作伙伴。

准则

生产过程和环境的质量保证符合：

•  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
•  EMA — 欧洲药品管理局 (欧盟)
•  FDA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美国)
•  ICH — 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

要求协调会 (全球)

参数

来内需监控和调节：

•  温度、空气湿度、压力

•  细菌数和颗粒物负荷

措施

•  定位颗粒物传感器 
•  控制空气滤清器设备 
•  隔离方案和洁净室服装 
•  员工培训 
•  纪律推动 
•  符合GMP的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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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透明度

高端技术值得期待
Netstal在市场上的定位是高端供应商，来自瑞士的注塑系统看起来价格昂贵。但是
如果仔细想想，Netstal的系列产品反而比很多竞争对手的机器更加实惠。关键因素
不是购买价格，而是整个系统的效率。因为最大的盈利潜力在于节约。

文字：GERHARD KONRAD 图片：NETSTAL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节约每一分钱都至关

重要。“我们客户的产品质量是不允许变的”  
公司PET瓶坯、饮料瓶盖及薄壁包装销售员

说。“提供最低价格且能可靠履行供货条件的

供应商赢得订单。” 其中的原因众所周知。企

业只能以微利运营。此时，最小的单件成本差

决定了盈利还是亏损。

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核算。

因此在决策购买新注塑设备时，投资额是关

键。如果只注意购买价格，那么可能很快就会

为投入过低而感到后悔。

成本透明度提高盈利潜力

因此在考虑真实的成本透明度时必须考虑可

用性和可靠性、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Netstal 
将所有这些纳入“True Cost Transparency   
(真实成本透明度) 概念下，统一体现了注塑机

的质量和性能。这些因素对降低生产单件成本

具有极高的杠杆作用。在综合成本观察时，昂

贵但高效益的机器很快就会从中受益。

决定性的十分之一秒

质量问题、更大的循环时间或更频繁的保养作

业很快就会搞垮机器的整体营收状况。最重要

的指标是单件生产成本。Netstal机器的可用

性通常比其他机器高5 %，这平衡了它较高的

采购价格。而且由于其循环时间在大多数情况

下都更短，所以即使它比其他机器的采购价格

高20 %，但这也是值得的。循环时间少0.2秒  
例如4.7秒而不是竞争对手的4.9秒。在生产IML
酸奶杯时，如果机器可用性高5 %，那么单件成

本优势将达到1 %。

因为最大的盈利潜力在于节约

当注塑成型产品产量达到百万数量时，机器投

资成本在每件产品中占有的实际比例通常仅

为百分之三。此外还有模具、自动化设备和外

围设备等其他固定投资成本。当然，人工成本  
能源成本和售后服务成本及这就等也影响了

实际的单件生产成本。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真

正的成本驱动因素时材料成本。例如在包装

应用中，塑料颗粒和标签占单件成本最高可达

80 %。

NETSTAL ELIOS
7500 kN以下锁模力级别保持速度记录。

+
+

+
品牌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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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持续最高效率而生

为什么机器的成本占比如此低？先进的技术和

久经考验的知识确保了持续可靠的最高生产

效率。可靠性和出色的可用性是Netstal系统的

关键得分项。每一个总成均为最严苛条件下的

不停机生产而设计。一个例子：Netstal的混合

动力注塑机组是为壁厚0.5毫米以下的薄壁应

用开发的。ELIOS系列和ELION系列混合动力

型上安装的双阀门技术，使十分之一秒的注塑

时间成为可能。注射速度最高可达2200 mm每

秒。这迄今为止在市场上尚无人企及。两只数

字控制伺服阀门的相互协作使整个注塑和保

压过程的控制精确得多。用户直接从更高的工

艺稳定性和不变的薄壁包装出色质量中获益  
此外产生的次品更少。本质上实现材料的显著

节约和更大的成本优势。

性能、精度和生产效率

ELION和ELIOS系列的合模单元是为最高的产

量和最低的模具磨损设计的。在性能、精度和

生产效率方面，ELIOS的设计可在上部锁模力

范围内提供高达7500 kN的力。带电动移动机

构和液压锁模力建立机构的五点双肘杆非常

粗壮，即使在最高加速度和模具速度下也能保

您使用Netstal产品可获得的优势：

+  产品质量稳定 
保持在最高水准

+  交付可靠性高

+   经济效益上的成功

+

++
+

+

+
+

IML酸奶杯

73 %材料成本，3 %机器投资

酸奶杯的成本占比

41% 材料成本

32% 标签成本

11% 模具、自动化装置、外围设备折旧

4% 机器折旧

4% 劳动力和维护成本

3% 能源成本

3% 机器投资费用

2% 模具、自动化装置、外围设备投资费用

18 AHEAD 2017年1月版品牌与市场



证顺利、平稳地动作。这些特点使尺寸最大的

ELIOS成为该级别中最快的机器。同时，动模

板精确地平行于静止轨道移动从而保护模具  
密封的机油回路使整个系统几乎免维护。

节能高达60 %
ELION和ELIOS系列的驱动系统承载着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合模单元运动产生的动能有80 %
可以被回收。这个数字说明一切。自主能源管

理系统将回收的能源有意义地分配到整个系

统上，避免了能源浪费。精确的控制技术可持

续地将速度调整到最佳的运行点上。总体来

说，这比传统的全液压技术最高可节约50 %
的能源。如果机器的所有运动轴均采用伺服电

动驱动 (ELION的全电动型就采用这种方式)  
那么效率可进一步提高约10 %。在PET瓶坯领

域，全世界Netstal用户的PET-LINE生产线以

行业最低的能耗而著称。

灵活的控制技术

若要充分利用注塑机的全部产能潜力，就需

要一个强大、灵活、可直观操作的机器控制系

统。Netstal凭借aXos在这方面开拓了自己的

道路。很多制造商向外部合作伙伴购买控制系

统，而Netstal却拥有自己的开发部门。这样可

以让控制技术完美地匹配自己的机型，使效率

的进一步提升成为可能。得益于aXos控制系统

极高的灵活性，Netstal机器能够比竞争对手更

快地在大多数应用上工作。

高端技术值得期待

Netstal这一名字几十年来始终代表着强大、高

效和可靠的注塑机。Netstal向心满意足的全

您的联系人：

Michael Birchler
市场经理

michael.birchler@netstal.com

+   更低的单件成本 
给与更大的灵活性

+  您的客户  
满意度高

++

+

球客户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对高端优质技术的

投入绝不会让人失望。生产商可以利用最低的

单件成本灵活地进行核算。高精度确保了不变

的零件品质。可靠的机器技术是交付可靠性的

前提条件。满意的客户很少会更换供应商。信

赖Netstal机器，享受长期的经济效益。

NETSTALPET-LINE生产线

PET瓶坯生产中全行业最低

的能源成本。

 当注塑成型产品产量 
达到百万数量时， 
机器投资成本在每件
产品中占有的比例
通常仅为百分之三。

Netstal



紧密合作

ELIOS 7500为PLASTISUD 
技术中心保驾护航
法国模具制造商Plastisud在今年年初收到了ELIOS 7500作为其技术中心的补充。 
Plastisud在全球大约有200名员工，是国际上薄壁包装、饮料瓶盖和医疗技术部件
高精度注塑模具领先的制造商。ELIOS 7500在Plastisud将用作深度的功能和性能
测试。Netstal和Plastisud多年来一直有着紧密的合作。Plastisud的先进技术中心
只使用Netstal的注塑机。

文字：MICHAEL BIRCHLER 图片：NETSTAL 

宽敞的安装空间

Plastisud在新ELIOS 7500上测试和调试

带多种不同模腔数的模具和大型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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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ELIOS 7500调试模具

新ELIOS是为薄壁包装的最高效率和最大精度而设计调试的。因此，法

国模具制造商Plastisud在Netstal的这台新型号机器上在上部锁模力

范围内测试模具的性能。“我们在我们的技术中心调试客户的模具”  
Plastisud首席执行官Laurent Buzzo说。“将来高锁模力范围的项目需

要使用到ELIOS  7500”，Buzzo补充说。这特别是指用于生产盖子、容

器、管子、较大的饮料瓶盖和直径90 mm的培养皿的大型模具。“我们

最终选择了新ELIOS，因为这台机器能完美满足我们在灵活性和可适用

性方面的要求。我们必须在ELIOS上测试带多个模腔的模具和大型多

层模具，但如果已有较小型的机器，也会测试小模具”，Buzzo进一步说

明。“这里选择Netstal的ELIOS，主要是因为这台新机器能顺利匹配不

同的项目、能提供高性能套件、注射速度飞快、以及循环时间快达2.5秒
左右”，Netstal法国的应用技术经理Jean-Luc Grange说。

Plastisud和Netstal的密切合作

Plastisud成立于1964年，自此以来一直是全球市场薄壁包装、饮料瓶

盖和医疗部件高精度模具的领先制造商。这个家族企业共有200名左右

的员工，大多数在Castelnaudary总部工作，那里也进行所有产品的研发

和生产。这家企业倚重自身强大的创新能力，几乎无需外包。为了进一步

从竞争中脱颖而出，Plastisud从1969年开始开发自己的热流道技术。很

多年来，法国模具制造商Plastisud与瑞士注塑机制造商Netstal紧密合

作。位于Castelnaudary的1600平方米超现代大型测试实验室仅装备了

Netstal的注塑机。包括ELIOS  7500在内，Plastisud现在总共有十一台

机器，可覆盖的锁模力范围从900 kN至7500 kN。

在叠模上进行注压成型

Plastisud和Netstal在应用技术领域也进行了深入合作。2015年，两家

公司推出了在叠模上进行注压成型的ICM新工艺，利用这种工艺生产薄

壁包装时材料用量降低20  %，锁模力降低40  %。“为了在市场稳固ICM
技术的地位，我们于去年春季在Castelnaudary的Plastisud与120多位

包装专家举办了第一次ICM推介日”，Jean-Luc Grange说道。在位于杜

塞尔多夫的K 2016展会上，Netstal和Plastisud再次向全世界专业公众

展出了ICM技术。在一台定制的配备注压工艺的ELION 2800-2000上采

用Plastisud的4+4叠模生产模内贴标的人造黄油杯。

您的联系人：

Marcel Christen
包装应用和产品经理

marcel.christen@netstal.com

为高锁模力范围的项目

在Plastisud技术中心调试ELIOS 7500。

Castelnau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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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咖啡还是茶：胶囊的最重要作用是防止内容物受到氧气、光线和水

份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让消费者享受完美的芬芳。著名的Nespresso
胶囊之所以采用铝材，是因为这种材料具有理想的阻隔属性。雀巢咖啡

的另一个产品Dolce Gusto也使用了这种金属。咖啡粉放置在结构如同

腔室底板一样复杂的胶囊中。然而铝材在生产时会消耗非常多的能源  
所以在这种一次性产品上利用塑料的优点这种想法就不足为奇了。关键

在于如何保护产品的香味。Netstal的新解决方案落在共注塑工艺及乙

烯/乙烯醇共聚物 (EVOH) 和聚乙烯醇 (PVOH) 出色的阻隔效果上。

咖啡胶囊：全球消费大趋势

仅在2008年至2016年，全球咖啡胶囊的销售额就增长至五倍。从2000
年起，单份装咖啡占饮料业总消费的份额增长到三分之一以上。增长率

超过130 %！同时，市场领导者的份额从2010年起在大约200种竞争产品

咖啡胶囊共注塑工艺

高效、时尚地 
保护芬芳
有一个充满魔力的词语叫做单杯式咖啡。饮料灌装业的饮料瓶尺寸越来越小，自从铝胶囊意
式浓缩咖啡Nespresso上市以来，市场上也开始出现单份装的咖啡粉。急速的增长率导致越
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这个市场。现在，Netstal利用共注塑技术也可以极高的效率生产带可靠阻
隔效果的塑料胶囊 – 包括具有吸引力的IML装饰。

文字：SABINE KOB博士  图片：NETSTAL、FOTOLIA

欢迎您在腓特烈港的 
FAKUMA上莅临Netstal展台：

2017年10月17日至21日

A7号展厅，7303号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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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联系人：

Marcel Christen
包装应用和产品经理

marcel.christen@netstal.com

的阻击下不断下降，最终降至11 %。很多供应商使用塑料，但是这值得

我们去仔细分析。正如Netstal包装应用工程师Reto Gmür说的：“聚丙

烯 (PP)、聚乳酸 (PLA) 或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PBT) 材质的单层胶囊

虽然具有生产非常简单等极具吸引力的属性，但是无论PP还是PLA都不

具备值得一提的阻隔效果，而PLA更不满足无气味的要求。PBT 能少量

阻隔氧气，但是材料价格相对昂贵，且应用不是很广泛。” 所以，便宜供

应商的咖啡胶囊呈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它们采用塑料薄膜袋包装。从单

层胶囊中溢出的香味聚集在袋子中，撕开包装时至少鼻子愉快体验到

香味。而舌头则只得用“香味褪尽的”液体来满足。

Netstal和它的合作伙伴将芬芳留在胶囊内 
Netstal与合作伙伴Fostag (模具制造)、Beck (自动化设备)、IMD Vista 
(摄像头检测) 和Verstraete (标签) 一起研制的高技术解决方案因此使

用多层技术，通过全部的专业知识将质量和效率推到最高水准。在共注

塑成型中，两台 (或以上) 机组通过共同的浇口将熔液注射入模腔内。此

时，首先到达的材料形成模制件的“皮肤”，后面进入的原料形成内部区

域 (“内芯”)。在生产咖啡胶囊时，两层聚丙烯 (PP) 包裹着一层乙烯/乙
烯醇共聚物 (EVOH)，从而形成极薄的三明治结构 – 整个壁厚仅为0.4毫
米。一层EVOH (0.06 mm) 用于保护咖啡，而两层 PP (各0.17 mm) 保护

着EVOH，否则起阻隔作用的材料会吸收水份，其阻隔效果会在气体交换

过程中丧失。

带有吸引力的IML装饰的咖啡胶囊

在首次位于腓特烈港的德国塑料工业展览会 (Fakuma) 上展出的应用

中，一台ELION 1200使用一台主机组和一台副机组搭配四联试验模具

以4.9秒的循环时间生产胶囊。另外经自动化设备利用自动放入的IML
标签解决装饰问题。完成的零件开口向下叠放，一只集成在搬运装置

中的摄像头检测EVOH层的位置和厚度，然后胶囊以散装件的形式进

入容器。

多层技术也适用于阻隔光线或使用回收料。在第一种情况中，可以用黑

色聚合物替换内层；在第二种情况中，外层皮肤采用新料，内心采用回

收塑料生产。Netstal机械股份公司的产品经理Marcel Christen对将来

的前景也给予了积极评价：“三明治注射成型给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

机会，让我们能够设想其他各种各样的应用领域，除了咖啡和茶的定量

分包外，还有婴儿食品、软饮料浓缩汁或药物。” 

整个壁厚  
仅为0.4毫米。

精心设计的系统

利用三层材料完美保护芬芳。

示例

0.17 mmPP
EVOH
PP 0.17 mm

0.06 mm

0.40 mm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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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科技集团SCHOTT作为跨行业领域特种玻

璃和玻璃陶瓷的制造商，在全球享有声誉。著

名的CERAN®玻璃陶瓷灶面为这家总部位于美

因茨的企业的高知名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实际

上，这家集团公司在医药系统业务领域的塑料

产品也有深入研究。

SCHOTT在瑞士St. Gallen的工厂拥有550名左

右的员工，生产医药行业的初级包装。它的产

品组合包括原料玻璃制成的小瓶子、安瓿瓶和

卡普耳瓶；在预灌装注射器方面，该客户还有

玻璃和高科技聚合物COC (环烯烃共聚物) 可
供选择。“玻璃仍然占领着注射器市场。但是

塑料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使用，因为它不易破

裂，设计时有更大的自由度。所以这个业务领

域对我们很重要”，SCHOTT瑞士公司技术总

监Michael Feldhaus说。

注塑机的精密供应商 
合作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Netstal当时

被选为高精度注塑机的供应商。同时，在GMP 
B级 (ISO 7 级) 的洁净室内用锁模力在600 kN
和15 0 0 kN之间的机器组合进行生产。三台

SynErgy系列的Netstal机器组成生产的中坚力

量。SCHOTT在St. Gallen的工厂拥有满足严格的

GMP要求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和制药工业

所有其他重要准则的全自动设备。注射器的整个

制造过程是一个连续、完全集成的流程：塑料粒

子从料仓直接输送到注塑机。注塑并取出后进

行后续的流程步骤，例如硅化、摄像头检测和灌

装透明塑料管。最后对它们进行独立密封和包

装。这个全自动生产流程由线内过程控制进行持

续监控。另外利用工业摄像头技术检查尺寸和外

观方面的问题。可靠的质量保证系统和严格的质

量检查确保了注射器套装不变的高质量。

SCHOTT在洁净室中生产COC注射器

专业服务保障最大效率
从1998年开始，SCHOTT公司在St. Gallen工厂利用Netstal注塑机生产
环烯烃共聚物材质的一次性预灌装注射器。Netstal通过齐全的服务项
目从一开始就协助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运营。

文字：MICHAEL BIRCHLER 图片：SCHOTT 

24 AHEAD 2017年1月版伙伴与项目

伙伴与项目



专业服务保证可持续运营

为了确保高效率生产，制造商不仅得到领先的

机器技术的指导。只有与完美服务结合，整个

项目才会得到最好的结果。Netstal通过客户技

术服务 — 即“维修服务和解决方案” — 在
机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为客户提供支持，从调

试到淘汰。“客户技术服务对我们来说是极有

价值的支持。我们尤其重视服务团队的咨询顾

问能力和时间的灵活性”，Feldhaus说。

精心制定的服务策略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一年360天每天24小时生产，并提前

避免意外停机。因此，所有注塑机均要接受定

期的售后服务检测，特定部件在达到一般使

用寿命和可能出现故障之前会得到预防性更

换。对于老旧机器，Netstal也能确保必要配

件的供应。这些维护投入通常可以进行长期

规划 — 例如正好在安排了设备停机的时刻。

为此，Netstal的售后团队在紧急情况下周末也

随时准备出发。

定期校准

除此之外，SCHOT T定期请具有相关资质的

Netstal售后服务工程师校准注塑机。这保证了

质量和产品安全，同时有助于满足严苛的GMP
要求。

事实证明，深入的合作让S C H O T T 瑞士工

厂从中受益。尽管持续运行，机器仍能保持

极高的稳定性，这反映了机器的可使用率极

高。Feldhaus最后谈及与Netstal合作的优

势时，他特别强调：“我们总能及时地得到

售后服务。我们明确了联系人，可以随时信

赖Net s t a l”，这就是所谓的售后服务伙伴

关系。

 客户技术服务对 
我们来说是极有 
价值的支持。我们 
尤其重视服务团队 
的咨询顾问能力和 
时间的灵活性。” 
 MICHAEL FELDHAUS，SCHOTT瑞士公司 
技术总监

您的联系人：

René Vogelsanger
售后服务主管

rene.vogelsanger@netstal.com

一次性预灌装注射器

COC材质的注射器不易破裂，

设计自由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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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H模具制造公司进入包装行业

一切完美包装！
一年前，德国Roth模具制造有限公司给自家的技术中心添置了两台EVOS大功率注塑机。他们需
要高速包装类专业机器在生产条件下用来研发薄壁杯类和盖类精密模具。

文字：MICHAEL BIRCHLER 图片：ROTH WERKZEUGBAU

而且请您不要忘记：Roth出品，必属精品！”。当某人打电话到Roth模具

制造有限公司总机转接到他要找的联系人时，总会听到这样一句承诺。

这一充满自信的语音播报表达了该企业对自身质量标准的要求。“我们

的座右铭是：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最好”，这家家族企业的第二代领

导人Marco Roth说。他的父亲Rainer Roth把握住了德国统一的机会，

在1990年白手起家成立了这家公司。那时他在自家的粮仓里聘请了第一

批员工。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来自硅谷的光辉创业史，但实际上却发生在

图林根一个安静且充满强烈的乡村色彩的小镇上 — 奥马-魏达塔尔。

高自动化程度的工业模具制造

这家企业成立27年来发生的事迹，值得人们思考。这家家族企业目前

有140名员工，是该地区最重要的雇主之一。尽管他们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仍然保持着低调，他们宁愿在人员上不再继续增长。“我们不想成

为默默无名的大批量生产者。我们现在达到了一定的企业规模，还需

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Roth说。在2万平方米的生产面积上，有

最先进的设备在分班加工总重量达14吨的精密模具。同时，这家家族

企业注重精简的组织机构、清晰明确的管理结构和高自动化程度。所

高精度 
快速机器

2016年，Roth公司的技术中心增

添了两台Netstal的EVOS注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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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模具

在2万平方米的生产面积上，有最先进的设备

在分班加工总重量达14吨的精密模具。

以，他们收获了高效的生产流程，持续带来客观的产出。同时将工件的

个别返工降至最低。“工业化模具制造对我们来说就是按照严格设计

的过程生产所有模具。因而我们能保证质量水准保持不变，始终符合

客户要求”，Roth说。

在包装应用上有巨大的增长目标

除了汽车行业外，Roth公司在包装应用上建立起第二根强有力的支柱。

今天，包装部门为整个公司贡献了20 %的营业额。这个比例在最近几年

将上升至50 %。Marco Roth认为，实现这个战略的核心要素是公司自己

的技术中心：“客户现在希望从我们这里购买的不单纯是模具：我们同

时要帮助客户让他们的注塑过程更高效。对此，我们与KraussMaffei
集团长年的合作关系尤其重要，它在包装领域的专业知识为我们提供

了帮助，并且它的产品组合涵盖了包括生产超薄壁零件的全系列注塑

机”。在四台KraussMaffei的注塑机上正在对各种技术应用进行测试。

大约在五年前，开始出现薄壁及较高壁厚的一次性使用和反复使用包

装的模具。

“ 我们相信Netstal是我们正确的 
合作伙伴。”

      MARCO ROTH，ROTH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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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联系人：

Thorsten Just
Netstal德国，总经理

thorsten.just@netstal.com

生产条件下的模具测试和验收运行

2016年，又有两台Netstal快速高精度EVOS注塑机编入序列。在这两台

机器上，在生产条件下测试和开发薄壁产品模具，直至量产成熟。在这

两台350和550吨锁模力的机器之间是一台高度灵活的自由臂机器人，它

负责插入模内贴标 (IML) 和取出成品工件。该公司与KraussMaffei自动

化公司一起开发了一种特殊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可完美匹配模具制造

商测试模式下的要求，同时允许较短的循环时间。在IML应用中，标签被

放入所有模腔中，这在模具制造领域是一个绝对的新事物。每个模具在

经过优化过程后，均需要在公司自有的两台EVOS机器之一上通过性能

和验收运行。这个为期八小时的测试运行原则上是全自动进行的，以模

拟最接近量产和可重复的生产周期。

向越来越薄的壁厚趋势发展

为了追随越来越薄的壁厚趋势，Roth很乐意尽快尝试Netstal后续开发

的注压成型 (Injection Compression Molding) 工艺。“我们的Netstal

成功的ROTH包装节是进入包装
市场的发令枪

80多位客人在2017年5月23日莅临位于Wöhlsdorf的

Roth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总部的大型技术中心，祝贺首

个“Roth包装节”的召开。这个公司活动标志着这家

来自图林根的企业正式进入包装市场。这家家族企

业的总经理Marco Roth在活动开始时说，他们五年

多来深入研究了包装模具的特点，并且实现了最初的

项目，当然也付出了必要的学费。现在，他们已经掌握

了足够的经验，可以正式打响发令枪了。他们展现了

勃勃的野心：在五到十年内，包装应用部门要创造整

个公司一半的营业额。在公司自己的技术中心内，他

们在一台EVOS 3500上展示了全表面IML装饰方杯的

四联模具的制样。Roth模具制造有限公司进入市场吸

引了很多感兴趣的德国生产商。。在奥马-魏达塔尔四周

3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坐落着大量重要的包装制造商。

机器已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自己必须掌握相关的工艺知识，才能为客户

提供这方面的支持。我们相信Netstal是我们正确的合作伙伴”，Marco 
Roth在最后说。

展示你会什么

Roth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展示0.4 mm壁厚

的IML装饰杯制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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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ussMaffei集团

社会责任与可持续性 
KraussMaffei集团的CSR网站报告了当前的项目和

措施。

新CSR网站上线了

社会责任与可持续性

KraussMaffei集团拥护可持续发展，并首次在

其网站上公布关于其社会责任的非金融信息。

企业社会责任 (CSR) 总体介绍了企业在经济、

生态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管理责任。今年，有

一个新的欧盟指令要求大型上市公司必须进行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KraussMaffei集团并没有

直接受到该指令的管辖。然而，我们认为透明

而主动地作出CSR方面的报告符合我们的自我

观念。这些涉及人权、环保或社会利益方面的

所谓非金融信息越来越成为我们企业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客户、公共利益代表

和潜在员工对这些方面的信息要求也在增加。

KraussMaffei集团的战略注重企业的长远成

功，包括可持续性的五个方面。

• 可持续的企业发展

• 我们的员工

• 产品责任

• 企业环保

• 社会义务

当前的CSR项目包括使用环境兼容技术、赞助

非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员工的继续教育项目和

发展措施。显而易见，我们的可持续合规系统

也为KraussMaffei集团的社会责任作出有效

贡献。

详细信息请访问我们全新的CSR网站：

http://csr.kraussmaffeigroup.com

尽请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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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专业 
决定成功

良好培训的员工是塑料加工的关键性成功因

素。所以，KraussMaffei集团为系统用户提供

精心设计的模块化讲座课程。这些课程既涉

及机器操作和设置方面的实用知识，也涉及各

类塑料加工的理论基础知识。拥有资质的教员

将他们在机械和液压系统、机器控制、机器保

养和维护及故障管理方面的知识传授给您。新

员工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按需开展正确的措

施。有经验的机器操作人员可以温习他们的知

识，学习并更好地应用新的技术发展。

特殊课程

这些讲座是针对KraussMaffei、KraussMaffei 
Berstorff和Netstal品牌产品的特点和目标群

体的需求专门度身定制的。这些课程在所有工

厂均有举办，根据需要也可在客户现场举办。

我们为墨西哥和南非的客户开发了特殊的资格

认证课程。请通过KraussMaffei集团各品牌网

站、您的售后服务联系人或我们的销售和服务

合作伙伴了解相关信息。

第一手实用知识 
经验丰富的专家为您传授技术和工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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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电动定制产品 
KraussMaffei的第一款全电动机器上市，该机器可以针对客户的加工

需求进行调整：新PX系列结合了全电动注塑机和最大模块化的优点。

加工商将从高精度、高生产效率和高灵活性中获益。KraussMaffei的
这款机器将APC plus、DataXplorer和在线维护接口等特点与工业4.0相结合。

观众可以在德国塑料工业展览会 (Fakuma) 上现场体验全新PX系列及其Plastics -4.0解决方案：

来自不同行业的各种应用工艺和大量装备选项。

新PX系列

版权信息

出版人：

Netstal-Maschinen AG
Tschachenstrasse
8752 Näfels
瑞士

电话：+41 55 618-6111
传真：+41 55 618-6605
www.netstal.com

责任编辑：

Simone Werner (V. i. S. d. P.)
主编：Gerhard Konrad、Michael Birchler

编辑：

Michael Birchler、Sabine Kob博士、 
Gerhard Konrad

图片来源：

Fotolia、PDG Plastique、Gerresheimer、 
Intravis、Netstal、Roth Werkzeugbau、 
SCHOTT

设计制作：

Kirchhoff Consult AG, Hamburg 
www.kirchhoff.de

印刷：

omb2 Print GmbH, München

为便于阅读，我们在提到混合人群时大都省去了与

性别有关的双重名称 (例如“女读者和男读者”)。
名称的男性形式要理解成总称。

客户杂志每年用德语和英语出版两期。再版必须

征得出版方的书面许可。

聚烯烃再复合材料 
双螺杆挤出机

KraussMaffei Berstorff将在德国塑料工业展览会 (Fakuma) 上展

出级联结构的加工系统方案。

定制的化合物可以部分或全部采用回收料制成。它们在性能表现上

达到全新料复合物的水平，但在价格上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使用这种所谓的定制再复合物需要有合

适的加工机组。因此，挤出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经济的关键性额外因素 

2018年1月 — 2018年6月展会日历

印度国际橡胶工业展 (India Rubber Expo)，印度金奈 2018/1/1 – 2018/1/1 KraussMaffei Berstorff
日本汽车轻量化展 (Light Weight Technology)，日本东京 2018/1/17 – 2018/1/19 KraussMaffei
沙特国际塑料橡胶博览会 (Saudi Plas)，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2018/1/21 – 2018/1/24

KraussMaffei、 
KraussMaffei Berstorff

俄罗斯国际橡塑展 (Interplastica)，俄罗斯莫斯科 2018/1/23 – 2018/1/26 KraussMaffei集团

美国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贸易展览会 (MD&M West.)，
美国加州阿纳海姆 2018/2/6 – 2018/2/8 KraussMaffei

伊朗国际塑料展 (Iranplast)，伊朗德黑兰  2018/2/7 – 2018/2/12
KraussMaffei、 
KraussMaffei Berstorff

印度塑胶展 (Plast India)，印度甘地纳格尔 2018/2/7 – 2018/2/12 KraussMaffei Berstorff
迪拜海湾国际食品展 (Gulfood)，阿联酋迪拜 2018/2/18 – 2018/2/21 Netstal
德国国际轮胎设计及技术博览会 (Tire Technology Expo)，
德国汉诺威 2018/2/20 – 2018/2/22 KraussMaffei Berstorff
俄罗斯国际聚氨酯展览会 (PolyurethanEX)，俄罗斯莫斯科 2018/2/27 – 2018/3/1 KraussMaffei
美国工业泡沫展 (Foam Expo)，美国密歇根州诺维 2018/3/6 – 2018/3/8 KraussMaffei
法国复合材料展 (JEC World)，法国巴黎 2018/3/6 – 2018/3/8 KraussMaffei
阿尔及利亚国际塑胶橡胶工业展 (Plast Alger)，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2018/3/11 – 2018/3/13 KraussMaffei
汽车制造用塑料展，德国曼海姆 2018/3/14 – 2018/3/15 KraussMaffei
欧洲医疗设备设计与技术展览会 (Medtec)，德国斯图加特 2018/4/17 – 2018/4/19 KraussMaffei

ReTEC，德国艾森 2018/4/24 – 2018/4/26 KraussMaffei、Netstal
俄罗斯国际轮胎和橡胶展 (Tires & Rubber)， 
俄罗斯莫斯科 2018/4/24 – 2018/4/27 KraussMaffei Berstorff
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Chinaplas)，中国上海 2018/4/24 – 2018/4/27 KraussMaffei集团

美国国际塑料展览会 (NPE)，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2018/5/7 – 2018/5/11 KraussMaffei集团

瑞典国际塑料和橡胶工业展览会 (Elmia Polymer)， 
瑞典延雪平 2018/5/15 – 2018/5/18 KraussMaffei
欧洲国际聚氨酯展览会 (Utech Europe)，荷兰马斯特里赫 2018/5/29 – 2018/5/31 KraussMaffei
波兰国际塑料加工展览会 (Plastpol)，波兰凯尔采 2018/5/29 – 2018/6/1 KraussMaffei、Netstal
意大利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Plast Milano)， 
意大利米兰 2018/5/29 – 2018/6/1 KraussMaffei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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