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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水平的应用和系统专业知识

能力、质量和精密度在耐驰特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能够成为单台机器及交钥匙系统理想合作伙伴的原因。

我们以客户应用为重点，因此我们能够提供最佳的专业解决方

案。我们将工程师的多年丰富经验与我们在塑料加工领域的先

进技术相结合，为高级塑料的加工设立了新的标准。我们的机

器能够以尽可能最低的生产成本生产出工艺过程稳定的复杂精

密部件。

从最初的产品理念到最后的生产系统成品，我们可为客户提供 

广泛的应用知识和经验证的工艺过程。与此同时，我们也依赖 

国际系统合作伙伴网络。

无论是单台机器还是交钥匙生产系统：耐驰特都是客户对未来

的可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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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部件 
给客户带来显而易见的附加值 

从首次专家咨询，到全部安装好的具有成本效益的

创新系统解决方案，我们凭借多年来的丰富经验为

客户提供支持。我们在加工各种技术型塑料方面的

广泛专业知识，合适的高精密注塑机，以及对技艺

精湛的系统合作伙伴的精挑细选，让我们使这一点

成为可能。

为您带来的优势：

– 部件质量最大化

– 成本效益最大化

– 专业咨询、设计和执行

–  精挑细选的合作伙伴网络，以满足交钥匙系 

统解决方案的严格要求



TEC之旅
精密部件中的应用

农业灌溉

耕地有限的区域面临着食物短缺但人口不断 

增长的挑战。灌溉滴头的年需求量是200亿个， 

这样灌溉系统便可确保有针对性地给植物供水。 

关键的曲流结构具有尽可能最高的精密度， 

并且非常可靠。

喷雾器

全球每年大约灌装120亿个喷雾器 

罐和数十亿个泵式喷雾器头。喷头 

中的注塑件达到最高的精密度标准， 

从而保证颗粒-气体均匀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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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部件

均匀的流动前沿有助于实现可视化部件 

中的优质光控。我们的注塑控制系统是 

可视化数据载体领域多年经验和专业知 

识的产物。

电子产品

无论是手机还是插座，现代化的连接 

器都是在一个加工工艺中制成的。 

凭借先进的控制工程和灵敏的模具锁， 

耐驰特可为插接件提供尽可能最高的 

生产可靠性。

其他精密部件

无论是建筑行业、汽车行业、手表行业， 

还是家用器具行业，许多应用的决定性 

因素都是耐驰特机器的精密度。

化妆品 

优美的造型、精细的表面、精挑细选的颜色是 

化妆品的重要特征。来自耐驰特的创新系统解 

决方案为新的设计和生产挑战打下了基础。



6 精密部件
化妆品行业



错综复杂的结构

复杂部件的注塑成型，如细鬃毛的睫毛 

膏刷，不仅对注塑装置及其控制工程有 

着颇具挑战性的要求，对注塑机的形状 

配合亦如此。

刷毛直径只有1/10~3/10毫米，端部甚至 

更窄，需要大约12/100秒的短灌装时间。

耐驰特的精密形状配合，加上双模锁， 

尤其对于灵敏注塑模具而言颇具价值。

亮丽的表面

颜色均匀亮丽的外观对注塑工艺有着较 

高的要求。在耐驰特机器上，能够以尽 

可能最高的精密度再现持续可调的批生 

产工艺。加上优化的螺杆几何形状和熔 

体流动，可成功预防过度的摩擦加热。 

结果：颜色持续逼真亮丽。

卓越的产品质量

条纹、皱褶或波皱面等质量缺陷是这些 

应用的禁忌！高压注塑时，偶尔需要

2~6mm/s的极小螺杆前进速度。耐驰特 

擅长迎接需要高精密平稳沿着注塑剖面 

的这种挑战，即使是在这些条件下。

化妆品行业– 
容器和功能部件

为您带来的好处：

–  最佳的熔体制备和控制

–  熔体内温度分布均匀

–  凭借最快、最精密的控制工程实现灵活性

–  长期稳定的工艺过程和一致的部件质量

7

消费者挑剔、产品广泛、从迷
你结构到多部件再到共注成型
的制造技术各种各样，这些都
是化妆品行业的主要特征。 

颜色均匀亮丽的外观对注塑工艺有着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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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行业

喷雾器 
性质特殊、应用方便

喷雾器产品的生产具有如下所
述的特征：以最小的公差和均
匀的流动前沿实现最小跨孔。
耐驰特可在不过3秒的时间内 
实现这一点。

喷雾器系统主要包括三个部件：执行器 

（喷头或喷罐）、阀门和容器。

除了执行器外，阀门上的阀杆（或阀轴）

及阀壳也是必须以最高的精密度注塑成 

型的产品。它们通常是在多腔模具中生 

产的。

长时间后，消费者只会通过容器中压力 

的泄漏时间注意到生产缺陷。

通常可在以下诸多领域找到喷雾 

器产品：

– 身体护理产品

– 家庭用品

– 工业应用

– 食品

– 药物

– 油漆和清漆

为您带来的好处：

–  以最高的精密度和尺寸精确度生产

–  最大的再现性

–  高水平输出

–  精密刀具指导 阀门的横截面：

阀轴

阀板

喷罐密封件

密封环

压力弹簧

阀壳

软管

（来源：C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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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杆（也称为阀轴）及阀壳是喷雾器阀 
门上必须以最高的精密度注塑成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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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要指出的是，PA、PBT、LCP等技术

型材料是在这里加工的，但是PEEK及其

他高性能塑料也被用于特定的应用目的。

耐驰特塑化装置可通过100%的均化实现

塑料的平缓熔化。

除了后期组装的连接条外，趋势也越来越

朝向插接技术。在这个工艺中，举例来

说，触针是在模外冲孔弯曲，然后通过处

理系统插接的。

电气产品
锁模对插接技术有所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精密灵敏的锁模是必不可

少的。耐驰特凭借自己的双锁模，完全拥

有了适合该技术的正确工具。整个行程路

径使用所谓的绝对锁模，通过阈值来监

控。阀板接触前，可手动精调这一阈值。

此外，非常灵敏的限值曲线自动适应闭合

时的力曲线，并且识别个位数牛顿范围内

基准锁模力曲线的变化。然后瞬间停止闭

合运动。

电气产品包括家用和办公电子
产品、电气安装材料和电子器
具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很多时
候，这些产品分组不仅会给注
塑工艺，也会给自动化工艺带
来挑战。

精密部件
电气产品

凭借灵敏的锁模，通过插接技术以最高的精密 

度生产电气产品。

为您带来的好处：

–  高性能塑料完美均化

–  通过灵敏的锁模实现精密自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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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高强度、低尺寸公差、不影响质量

的再粒化熔化– 所有这些要求在耐驰特

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通过耐驰特实现可靠生产

提到用于关键应用的螺栓时，例如甚至可

能需要建筑专家报告的应用，制造期间从

一开始就需要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耐

驰特是理想的合作伙伴，因为耐驰特在注

塑机工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且承诺

将精密度视为一种标准。

即使使用高注射重量的局部热流道模具，

也能够在能量比耗为0.30 kWh/kg的情况

下实现大约5秒钟的生产周期。

塑料螺栓
终身支持

数以百万计地用于摩擦锁定在
建筑物内外的锚固螺栓和锚固
钩中。螺栓–为耐驰特注塑
机“制造”的一个产品。

为您带来的好处：

–  最大输出和可用性

–  质量恒定卓越的螺栓

–  良好的熔体质量，即使采用了再粒 

化外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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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灌溉



滴灌系统主要包括3个分区：

滴头

取决于耗水量和液压特征，扁平状、 

圆筒状和带状发射器之间有所区别。

分配系统

分配系统包含管子、软管、过滤器、 

阀门和添加剂注入器。

控制装置

控制装置通过流速和压力传感器对 

系统进行监控。

无论您是需要圆筒状还是扁平状滴头：耐

驰特注塑机均可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生

产。大量的模腔（目前最多128x）、顶级

精密度、每次注塑的稳定性以及2~5秒的

循环时间都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水生植物而言，滴灌是一种
最经济的方法。水连续不断地从
软管中既定距离处的滴头滴到植
物的根部区域，为植物提供水分
和营养。

农业灌溉
可预测的高作物产量 – 无需考虑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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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的水利用

滴头是农业灌溉中最重要的功能部件。它决定着水量，因此必须在较短的循环时间内以非常高的精密度制造。

为您带来的好处：

–  质量恒定优异的滴头（CV <1.5%）

–  非常高的产量（每年约10亿个滴头）

–  机器（包括模具在内）的摊还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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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部件质量

束线带 
卓越的部件质量

如下所述的精密部件对注塑机提
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采用高性
能塑料制成，流动路径/壁体厚
度之比高达500:1。

熔体质量的高材料吞吐量、以及快速的平

行轴运动等机器特性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种情况下，完美协调的模具也是必不

可少的。好的模具制造商知道如何除去因

材料混合而产生的气体，以及如何延长模

具的使用寿命。专为短循环时间而设计的

冷却系统能够充分利用耐驰特注塑机的效

率，这是不言而喻的。

来自耐驰特的理想解决方案

提到束线带时，通常采用PP、PA制成，

有时也采用PEEK，但都是为高性能而定

制的。流动路径/壁体厚度之比高达

500:1，以及高抗张强度、低蠕变倾向和

良好的耐温性等部件特性都是非常严格

的要求，耐驰特可为此提供理想的解决

方案。

精密度和长期再现性

塑料需要通过添加冲击和热量稳定剂以

及脱模剂来优化。为了在竞争中领先，

高注射能力、精密的长期再现性、最佳 

为您带来的好处：

–  卓越的部件质量，即使流动路径/壁 

体厚度之比大

–  使用高性能塑料实现尽可能最高的 

工艺稳定性

–  独一无二的生产率

束线带需要高抗长强度、低蠕变倾向以及良好的耐

温性，因此生产起来非常困难。



耐驰特注塑机的性能使最大化流
动路径/壁体厚度之比成为可能。
耐驰特在薄壁技术方面的经验，
加上技术型热塑性塑料，有助于
最小化材料消耗，从而降低成本，
减轻技术型产品的重量。

轻型结构
资源可持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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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材料加上耐驰特

选择正确的材料，并且在功能得到保 

留的情况下减少壁体厚度，是轻型结 

构的最简单形式。我们在包装行业的 

多年丰富经验使我们能够实现非常高 

的流动路径/壁体厚度之比。

汽车行业中用纤维增强热塑性塑料 

取代金属制成的部件使一些因素得 

到了改善，例如：燃料使用降低了 

0.3-0.4 liter/100 km，并且使重量 

减轻了100 kg。

为您带来的好处：

–  降低了材料成本

–  资源可持续保护

–  轻型结构中易于执行

–  挖掘新潜能



16

技术和工艺过程
提到如何选择时，产品要求和成本效益是重中之重

精密部件
技术和工艺过程

多组份

–   3D MID技术等功能性、设计或触觉论 

都是激励因素。

–   旋转台或分度盘等辅助设备可作为完 

全整合的机器部件交付，如夹层板或 

共注成型板。

–   各种工艺过程相结合是可能的。

后注射

–   对于混合部件，金属、塑料或纺织品 

都是后注射的。

–   触觉论、设计和功能方面是重中之重。

–   适用于操作元素或设计元素。

–   金属薄膜可使用注射压力生产成型。 

冲孔是通过形状配合或整合在模具 

中进行的。

–   通常使用多种辅助模具控制。

压塑成型

–   镜头、显示屏、光纤、眼镜片等可视 

化部件

–   支持薄壁技术

注压成型

–   膨胀压缩成型

–   在减少锁模力、优化模具通风的情况 

下注射

–   减少缩痕、张力和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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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和陶瓷注塑成型（MIM/CIM）

–   时钟外壳、齿轮、家用器具、锁、 

喷嘴、眼镜框

–  可最小化或忽略去屑处理

–   各种各样的材料适用于高机械强度– 

硬质材料或不锈钢材料

–   金属部件在注塑成型中的优势和特性

–   对众多的装置和复杂的部件几何形状 

来说具有成本效益

水气注射

–   适用于水、气或油的中间管路， 

薄壁夹具和夹持器

–  减少原材料、重量和加工时间

–  可与多部件技术相结合

–  溢流膜腔或熔体推回工艺过程

发泡

–   外壳、框架、包装、薄壁夹具和夹 

持器

–  减少原材料、重量和加工时间

–   化学或物理发泡，例如通过 

TrexelMuCell®

–  重量减少30%以上是可能的

–  通过减少保压时间缩短循环时间

–  最小化部件翘曲和/或锁紧力

–   对模具使用变温技术可改善表面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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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驰特”



“耐驰特”
精密度的定义

耐驰特注塑机独一无二的精密度可归因于正确的设计工程以及选
择与自定义的控制工程相匹配的装配部件。高度专业的工程师团
队开发自己特有的机械学、液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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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精密度的因素：

–   开发

–   设计

–   机械学

–   部件选择

–   电子学

–   控制

为您带来的好处：

–  最高的产品质量

–  数月乃至数年始终恒定如一的产品质量

–  生产周期短

–  经济实用且高效

–  以绝对的精密度实现最大能力

在耐驰特独一无二的控制系统中，主轴转换器之前有一个额外的控制步骤。这样便可以根据具体的任务

定制轴的控制。由此创造了高动态性，同时保持了轴的绝对精密度。

控制器方块图

转换器/电机

p_目标 n_目标 I_目标

I_实际n_实际p_实际

压力控制器 控制器 控制器 线路
注射装置/

模具



从构思出最初理念时就有正确的合作伙伴

才能找到最佳解决方案。耐驰特与专业的

系统合作伙伴网络密切关联，从最初的理

念到交钥匙系统完成，耐驰特都可为客户

提供支持。

协调就是一切

以最高的水平和无与伦比的低成本进行生

产的交钥匙生产单元是注塑机、模具和自

动化操作之间完美协调的结果，这些全都

属于耐驰特的专业项目管理范围。在整个

项目期间，我们将接管：

–   项目的规划

–   与客户和系统合作伙伴的定期协调

–   所有截止期限的监控和协调

–   整个系统的调试

–    在我们场地进行的工厂验收试 

验（FAT）和在客户场地进行 

的现场验收试验（SAT）

耐驰特带来系统专业知识
从理念到最终产品

从一开始就提供专业咨询

我们的客户直接受益于我们数年来在塑料

加工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

–    咨询和选择机器设计及设备期间

–    准备模具及自动化概念期间

–    为插接、脱模、安装、检查、堆叠、 

包装制定必要的规范期间

–    循环时间和能量计算以及单位成本计

算期间

我们的客户有产品理念，我 
们有解决方案。我们可以与 
客户一起，根据他们各自的 
需求开发出尽可能最有效的 
交钥匙系统。

为您带来的好处：

–  独立的合作伙伴网络可确保尽可能最 

佳的客户解决方案

–  单点联络

–  应用技术支持和工艺过程优化

–  高效系统整合以及现场无故障调试

20 精密部件
耐驰特带来附加值



为您带来的好处：

–  最低材料和单个成本

–  最高生产率

–  边际收益增加

–  最高质量

高边际收益得到保证

耐驰特注塑机凭借可靠性和工艺稳定性 

可使高投资快速得到回报。耐驰特注塑 

机一旦开始生产，便可实现较高的边际 

收益。由于边际收益高，初始额外投资 

的ROI（投资回报率）会很快达到盈亏平

衡点。从这时候开始，您便会获得附加 

值并且增加利润：

–    材料大幅节约，单个成本低

–    循环时间极短

–    尽可能最高的工艺稳定性和精密度

精密部件
为我们的客户带来显而易见的附加值

在可比较的基础条件下，耐驰
特注塑机可带来明显的附加值
和更高的客户满意度。

耐驰特带来的附加值 *

生产的部件

* 符号表示

收益

耐驰特额外投资 耐驰特附加值

投资区 利润区

盈亏平衡点

21



22 精密部件
其他信息

我们的全球专业知识是您的优势 
服务和解决方案

在机器的整个寿命周期内，耐驰特的服务部门 

将为您提供全力支持。通过提供以解决方案为 

基础的服务和产品，如调试、故障检修、备件 

供应和客户培训，我们可帮助您实现最佳生产 

效率，保护您的投资，从而建立终身合作关系，

为您带来优势。

启动阶段

–   装配

–   调试

–   培训课程

–   远程服务

使用阶段

–   备件服务包

–   故障检修

–   热线

–   预防性维护

优化阶段

–   应用建议

–   改装

–   能源咨询

–   工艺咨询

退役阶段

–   大修和翻新

–   升级改造

–   机器搬迁

–   二手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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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集团分布于图中所有淡蓝色国家

Netstal 耐驰特
全球独一无二集团旗下的强大品牌

高端高性能和高精密注塑

耐驰特是一家在国际上提供高端高性能和

高精密注塑技术和系统解决方案的供应

商。我们提供的创新技术和服务，特别是

针对饮料、包装和医疗技术领域研发的高

效性能导向型技术方案，一直以来在我们

的客户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的生

产系统均以高速、精确、可靠、操作简便

和生产高效著称。我们坚持不懈地致力于

提炼卓越的技术标准，同时，得益于我们

的创新技术，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高性能

的生产系统。

全球分布 
我们在全球分布有八家分公司和30家分销

商，以此保障最佳地贴近客户。换言之，

我们可以尽快应对您的特殊需求，提供以

客户为中心的全方位服务。

个性化服务

在我们的客户服务为您提供一系列基于方

案的服务和产品支持的同时，得益于我们

的高可靠性和质量标准，我们在“传统”服
务的提供方面具有同样出色的表现。不论

是调试、故障排除还是客户培训，充分利

用了我们一流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耐驰特网站： 
www.netstal.com

KraussMaffei Group
全面的专业知识

USP技术3

拥有克劳斯玛菲、克劳斯玛菲-贝尔斯托

夫和耐驰特品牌，KraussMaffei 集团是 

全球唯一家提供塑料和橡胶加工中不可 

或缺的机械技术的供应商，集注塑、自 

动化、反应和挤出技术于一体。

KraussMaffei集团拥有30多家分公司、 

10多家生产工厂以及570家贸易和服务 

合作伙伴，身影遍布全球。因此，我们 

是您所要寻找的唯一专业合作伙伴。诚 

邀您运用我们在业内全面且独一无二的 

专业知识，与我们共同打造成功的未来。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raussmaffeigroup.com
 



在耐驰特，我们完全以客户应用为重点。提到精密度和

质量时，没有任何一项任务比精密部件的生产更要求严

格。我们的技术应用专家具备应对特殊要求的卓越知识

和技能，可为您提供最佳支持。我们开发的解决方案旨

在提供最高的质量，实现最短的循环时间、最高的精密

度和最低的材料成本。因此，耐驰特毫无疑问是为您提

供精密部件领域高端系统解决方案的不二之选。

最高水平的应用
精密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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