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ineering Excellence

性能、新驱动
ELIOS系列注塑机



ELIOS系列产品的亮点一览：

– 强劲

– 快速

– 精确

– 节能

– 面向用户

– 模块化

ELIOS系列注塑机

ELIOS代表的是高效、高成本效率且高性能的注射成 

型技术，是创新驱动技术的成果，同时实现动能回收， 

优化能耗。模块化系统能允许选择并配置合模装置、 

塑化装置和驱动装置，从而满足定制应用要求。另外， 

众多智能化的详细解决方案以及大量可用选项也强调 

了ELIOS系列产品的高灵活性。

ELIOS系列注塑机
产品亮点2



3



ELIOS系列注塑机
应用领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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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动力。在ELIOS系列产品的研发期间，我们以客户的高性

能需求为导向。ELIOS系列产品能帮助您成功地掌握严苛且复杂的应用。

ELIOS系列产品的
应用领域

薄壁包装以及模内贴标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IML包装业比过去更加吃香。我公司专

门研发的机械设计理念能实现大量IML选项的优化使用。凭借

ELIOS系列注塑机，薄壁包装业的大门将为您打开。

蝴蝶盖

翻盖封装中的整体翻转机构为很多注塑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凭

借其高性能和精确性，ELIOS系列产品能完美实现复杂的封装操

作。安装空间为叠模以及多腔模具提供了大尺寸合模面。

医用耗材

ELIOS系列产品能完美适用于培养皿、微量滴定盘或移液管架

的生产。凭借其密封润滑系统以及全封闭式驱动装置，ELIOS
系列产品还能出色地完成无尘室环境中的操作。

高精度技术部件

凭借ELIOS系列产品的多功能性和灵活性，我们能提供一个用

于轻量化设计所需技术部件和薄壁构件的通用平台。ELIOS系
列产品甚至能够高效地解决一些非常复杂的应用。

薄壁包装 蝴蝶盖 医疗配件 技术构件

对您的好处

– 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复杂产品解决方案；

– 卓越的品质；

– 低报废率；

– 竞争优势



模具安装空间大 

方便大型叠模以及高腔 

数模具的安装。

最简便的操作

所有操作元件都是按照 

最佳人体工学和操作人员的 

最大便利性来设计的。

地面安装式防护罩

ELIOS系列产品上的所有 

防护罩都可以轻易地拆除， 

以供维护工作所需。

性能、新驱动
ELIOS系列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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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接近注射单元 

能保证最方便地接触注射单 

元的所有操作元件，例如：给料机、 

塑化装置和喷嘴区。

最先进的控制技术

创新、人性化的aXos控制器。



ELIOS系列产品大多数创新和成熟特性都隐 

藏在机械里面。这个组合创造了性能和效率

的新标准。

ELIOS系列产品的内在价值
绝对的说服力

8 ELIOS系列注塑机
核心价值



灵活多变的介质安装 

有大量可能性来使机械满 

足您的需求。

洁净的模具安装空间

由于密封润滑系统，绝对无油合模装置； 

牢固的线性导轨用来支撑动模板。

五支点双曲肘以及专利驱动技术

高速电动合模装置，设机械液压 

辅助装置，用于积聚合模力。



强劲的注射装置

液压注射轴具有极高注射性能 

和高精度控制特性。

混合驱动技术，回收

高效率主驱动装置，设自适应驱 

动控制以及合模装置能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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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您的好处

– 高合模力，高达7,500kN；

– 非常短的循环时间；

– 最大的精确度和可靠度；

– 卓越的能源效率；

– 最佳的用户导向性

如需更多信息以及3D动画视频，请访问  

www.netstal.com/elios或直接扫描QR代码。 

请自行浏览新ELIOS产品。

伺服电动螺杆驱动

进料轴拥有两种不同的性能类别：速度和控制。

驱动力来自伺服电动机和正齿轮。



获得专利的双驱动概念和能源回收

五支点双曲肘的动作是完全靠电力操纵的。两个平行动作的油缸

在无压环境下运转，在积聚合模力期间，利用必要的动力来支持

电力驱动。该创新理念也能够实现动能回收，从而达到一个非常

低的电能消耗。

密封式循环润滑系统

封闭式润滑系统向曲肘系统的密封轴承供应油料。润滑油从始至

终都是清洁的。

曲肘处于中心位置

五支点双曲肘能保证以一种最佳的方式将力传递到模具安装位

置的中心，因此实现合模力的均匀分布。极其稳健和强度优化

的设计能够有效地防止模板出现任何变形。

关于ELIOS系列产品成熟的五支点双曲肘驱动装置，我们现已专门制定了一个创新和节能的概念。

动态电力驱动装置和强劲液压机械辅助装置的智能化组合能允许非常高的速度和高合模力。另

外，最值得注意的是，ELIOS系列产品与所有其他耐驰特注塑机一样具有相同的精确度和可靠性。

高合模力
高速

12 ELIOS系列注塑机
合模装置

灵活的顶杆

通用型顶杆能够实现生产部件的无障碍脱模。两台油缸由高动

态比例阀控制。可适用于三个不同版本，具体取决于所需的脱模

力。大尺寸脱模板覆盖了所有Euromap（欧洲塑料和橡胶业机械

制造商协会）标准位置，从而提供了非常大的灵活性。

增加柱距

各立柱之间的大间距和大开模行程使叠模和高腔数模具的安装

变得简单。另外，优化了模具空间，以利于采用装卸设备来拆

除水平部件。

专利电力驱动、设液压机械辅助装置，用于积聚合模力 通用性弹性顶杆



增加柱距

肘节杆处于中心位置

密封式循环润滑系统



ELIOS系列注塑机
注射装置14

简化塑化装置的更换

集成式位置测 

量系统

强劲的注射轴

伺服电力螺杆驱动



ELIOS系列产品能实现高灵活性：注射端能按照您的实际应用需求来优化定制，注射装置和塑化装

置尺寸非常多。液压注射油缸以及双阀门技术能确保卓越的注射性能，而进料轴的伺服电力驱动能

实现低电能消耗。

快速精确的注塑
低能耗

高效的双阀门技术

两台高效的伺服阀，每台流量为550升/分钟，最大反应时间为

11毫秒，能实现高达2,200毫米/秒的注射速率。最大加速度为

20G，ELIOS系列产品还在动力方面创造了记录，同时也没有忽

视高定位精确度。

伺服电力螺杆驱动

进料轴拥有两种不同的性能类别：速度和控制。驱动力来自伺 

服电动机和正齿轮。与标准版的高性能相比，“控制”选项能提 

供较大的扭矩。

集成式位置测量系统

电子测量轴能满足最高的动力和定位精度要求。将行程测量 

系统并入油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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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控制截流喷嘴的动作

凭借有效的气压驱动，截流喷嘴能在开始注射之前开启，因此能

实现一个非常高效的注塑过程。

简化塑化装置的更换

塑化装置配备有一个专门的合模系统。凭借上述良好的可接触

性，可以非常方便地更换塑化装置。此外，所有必要的连接都 

设有耦合器。

强劲的注射轴

注射轴通过两个并联的阀门来实现液压驱动，能在注射和保压 

期间保证非常高的加速度、高注射能力以及精确的控制特性。 

该理念也可实现计量行程的高精确性和再现性。关于各应用所 

需螺杆的最佳选择，每种尺寸的注射装置有三种不同直径的螺 

杆可供选择。

有效控制截流喷嘴动作 动态注射所需两个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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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设计
合模装置和注射装置组合

以您的需求为导向，我们将提供定制的ELIOS产品，从而为您创造最大的生产收益。根据机械的实

际应用或使用，可以优化选择合模装置、注射装置、驱动器和螺杆直径组合。

ELIOS系列注塑机
模块化设计

对您的好处

– 一致的模块化设计；

– 33种组合可满足升级可能性

– 能满足将来的应用。

注射装置

螺杆直径 45 50 55 55 62 70 70 80 80 90 90 100

合模装置

4,500 kN*

5,500 kN*

6,500 kN

7,500 kN

1000 2000 2900 4200 6000

* 有效期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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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放在aXos用户上。控制键盘能为用户提供许多便利，例

如：直接访问按键能允许直接跳转到所需系统程序、17’’TFT 
平板屏幕监视器能作为整个工艺编程的显示媒体。

人性化的序列编辑器

序列编辑器能简化并且生动形象地编程和显示复杂的过程。 

独有的上下键菜单（Corona）对此能提供有效的协助。

高效的构件管理器

 “构件”一词表示的是所有一台注塑机的所有驱动轴 

（主轴和辅助轴）。布置清晰的构件管理器作为构件有效 

参数化的控制中心。

人体工学控制键盘

控制键盘提供简便高效的领航键，用于快速访问所需的系 

统流程。

aXos控制器
创新和人性化设计

ELIOS系列注塑机
aXos控制器

17’’TFT平板屏幕监视器

平板屏幕监视器作为整个工艺编程的显示媒体。监视器略微倾

斜，以实现最佳易读性。TFT平板屏幕通过光标键或位于中心的

轨迹球来进行导航。

灵巧的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提供全部功能，以帮助用户在每日工作中操作机械。

监视器和薄膜键盘的组合是耐驰特获得专利的一项发明。

结构清晰的仪表板

各配置概述页面提供了所有重要信息概览。操作人员可以立即

明白程序是否稳定运行并且是否在容差范围内。

灵便高效的aXos控制器 各配置仪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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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阀

气动阀安装在操作人员附近，以保证缩短反应时间。

液压控制

液压模具辅助控制器的连接可以安装在操作侧或非 

操作侧。

冷却水分配器

根据模具类型，可以在模板周围安装冷却水分配器。 

该分配器是防腐蚀的。采用球阀来保证优化流量。

插座箱

插座箱设集成断路器，可以安装在机械上的多处， 

用于连接外围设备。

简单、灵便
媒介的最大灵活性

我们设计的ELIOS系列产品非常灵活，您可以在任何时候对新的需求作出反应。凭借媒介的高灵活

性以及连接的最佳可达性，ELIOS系列产品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适应新的应用。

对您的好处

– 优化可达性；

– 操作简便；

– 维护非常方便；

– 优化成本效率

ELIOS系列注塑机
媒体功能

可以调整气动阀，防护罩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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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驰特驱动技术的主要特点：

– 动能回收 

– 自适应驱动控制

– 互联功率变换器

– 优化操作点，最高效率 

ELIOS系列产品混合技术、回收

在制动操作中产生的动能流向主驱动器电机，然后转化成液 

压能并储存。由于因此回收的能源将再次在整个系统中利用， 

因此与全液压机械相比，即使在满载条件下运行，该机械也 

能实现高达50%的节能效率。

低耗能、优化成本效率
混合技术、能源回收

低能耗在操作注塑机时实现巨大的节省效益。这也是为何耐驰特非常重视能源效率。目标是将电

力驱动装置的节能优势跟液压机械驱动理念的高功率密度结合起来。得到的结果是：从耗电量来

看，ELIOS系列注塑机是采用混合驱动技术注塑机中最节能的。

100 %

全液压 混合型，无回收 ELIOS混合型，

回收

0 %

50 %

能耗对比

100 % 70 % 50 %

ELIOS系列注塑机
能源效率

对您的好处

–  节约50%能源；

–  高性能表现、出色的成本效率；

–  竞争优势



凭借ELIOS系列注塑机的强劲性、稳健性和高精确性， 

您可以实现卓越的品质、提高生产率并优化成本效率。

请相信ELIOS系列产品能为您带来收益。

对您的好处：

– 高精确度和加工精度；

– 部件品质卓越；

– 多种灵活配置满足不同需求；

– 高产能；

– 低报废率；

– 非常高的能源效率；

– 高灵活性； 

– 优化成本效率

ELIOS系列注塑机
优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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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竞争力
服务和解决方案

耐驰特的售后服务将为您提供终身最佳支持服务。 

我们面向解决方案的服务和产品（例如：试运行辅

助、故障检修、备品备件供应和客户服务）将优化 

生产效率并保护您的投资，以建立有益于您的长期 

合作关系。

启动

– 安装

– 试运行

– 培训

– 远程服务

使用

– 备件包装

– 故障检修

– 咨询电话

– 预防性维护

优化

– 应用咨询

– 改造

– 能耗咨询

– 工艺咨询

结束阶段

– 大修

– 升级

– 移机

– 二手机

ELIOS系列注塑机
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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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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劲、快速、精确、节能和面向用户：凭借创新 

的驱动技术，ELIOS系列在高性能注射成型技术 

方面创造了新的记录。

结果更加可喜，合模力为750吨、空循环周期为 

1.9秒（根据Euromap测量）、节能效率达到新高。

另外，已经验证了耐驰特产品的精确度、可靠度 

和用户方便性，您可以得到高产率的优质系统， 

能够圆满解决各种应用需求。

性能、新驱动

强劲
快速
精确
ELIOS系列注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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