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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机控制技术发展趋势

典型方案

标准型注塑机控制

个性化注塑机控制器

吹瓶机控制

中空吹塑成型壁厚控制

吹膜内冷风环控制

伺服泵控制

压铸机控制

挤出机控制

典型案例

贝加莱控制系统在注塑机上的应用

挤出设备控制技术的改造与创新

传统与创新

全自动吹出完美PET瓶

让塑料成形

先进技术和创新理念的完美结合

助力注塑线性机器人全面升级



过去的数十年里，塑机业界的领导者-Engel,Milacron,KraussMaffei, 

Starlinger, W&H，东华、震雄、科时敏都选择了B&R作为其战略级产品的

合作伙伴，我们心存感激，过去的历程里，我们获得的不仅是客户对贝加

莱的技术方案创新能力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合作关系的提升。首先我要感

谢多年来大家的支持。

2009年，贝加莱全新设计的伺服泵(ISP)将为注塑机获得50%~80%的能

量节约，这对“绿色制造”极具价值，而全新设计的标准型注塑机控制器

(STD IMM)却是一个高度集成的专用型、标准化控制器，它高度凝聚了贝

加莱多年在注塑机行业应用的经验，无需编程。除去极高的性能价格比

外，“拿来即用”，调试时间仅为一天！然而即使它是一个标准型的控制

器，却没有让它失去灵活性，I/O配置自识别能力、可视化编程将使得它能

够在简单易用和灵活之间得到平衡。新的吹瓶控制器(BMM)将同样被设计

为标准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像一个傻瓜型照相机，无论它本身设计

多么复杂以便能适应各种变化的需求，然而，它对您而言，需要的只是设

置参数。

历史让我们自豪，却从未让我们停止对卓越与创新的追求，把握技术的前

沿，紧密结合行业不断变化的需求，为塑机制造商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和方案，是贝加莱的核心竞争力。请您认识贝加莱、认识贝加莱的创新方

案、感悟贝加莱的创新为您带来的额外价值！ 

因为，我们的竞争力正是您的竞争力。

谢谢！

贝加莱(中国)总经理  肖维荣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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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产了全球60%的注塑机产品，各类塑机的台量达到了10万/年的规模，如此巨大的市场容量对电气系统提出了巨大的挑

战：

■ 如何及时响应客户对于变化的需求？

■ 机械系统可以被设计为模块化的应用，而电气系统呢？

■ 如何降低开发、调试周期，从而快速的面市？

B&R STD IMM-“拿来即用”的标准型控制器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无论机器如何变化，客户所需要做的仅仅是设置参数而无需复杂的编程，硬件被设计为自由配置方式以适应机器的变化，大大

简化机器开发周期，只需一天即可完成系统的安装调试。可视化的工艺逻辑序列组织、I/O级诊断，使得机器易于操作使用，这

样，每个机型都可以被满足。I/O级别的诊断、远程维护能力、质量分析工具SPC、整厂设备互联接口，这些集成的配置让机器

更加强大。

在注塑成型过程中，锁模→注射保压→熔胶加料→冷却定型→开模顶针各个过程对于油压需求是不同的，变化也较大，传统的方

式即采用比例阀采用溢流调节的方式将多余的油旁路流回油箱，在整个过程中，马达的转速是不变的，故供油量也是固定的，而

由于执行动作是间隙性的，也并不可能是满负载的，因此定量供油就有很大的浪费空间。伺服泵技术正是针对这一节能空间，实

时检测来自注塑机数控系统的压力和流量信号，适时调整各个工况动作所需的马达转速(即流量调节)，让泵出的流量和压力，与

系统实际需求相匹配，而在非动作状态时-主要是指冷却阶段，让马达停止运行，这样节能空间就进一步地增大了。故对注塑机

进行伺服泵设计将大大的改变能量的使用效率，这是由伺服电机本身具有快速启动、高动态响应的特性所决定的。

通过高动态响应的伺服电机驱动伺服泵的工作是目前领先的高性能节能设计理念，B&R为塑机设计了基于B&R ACOPOS的全新

节能产品ISP(Injection Servo Pump)，它能带来50%-80%的能量节省。

节 能 !

拿 来 即 用 !



时间成本的节省

时间是一种隐性成本，从产品的开发到出厂时间如果能够被缩短，并且无需编程，仅需参数设置，一天时间即可调试完成，那么

它对时间的节省是巨大的。

运行成本的降低

终端客户是真正使用这台机器的人，因此，他们更关心的是运行成本，能耗的显著降低-如果在3-6个月间节省的电能能够覆盖在

电气成本的投入上的话，这显然是有意义的，伺服泵技术满足了这一需求而将被大量的应用。

稳定与可靠

这是默认值，因为，不稳定可靠的系统谈不上节省成本，可能系统的一次故障就使得数十个产品所获得的利润被消耗，更重要的

是，为此要付出更多的维修和备件成本，而那些可靠的系统，即使初始投资略高，但是，这个初始投资的差值与它的稳定运行带

来的好处相比是微乎其微的。

为了谋求差异化竞争，大型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塑机制造商都在标准控制器基础上设计了定制型的应用，

例如：Engel、Milacron、Krauss Maffei等。

这基于几个因素考虑：

■ 为了谋求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将其对机器的理解进行了个性化设计，例如HMI的操作键盘布局设计体现了其独特的理解和功

能的设计。

■ 维护其形象的统一性，HMI的设计风格与公司的VI匹配、公司的LOGO标识在这个HMI上，这些体现了其对自身形象的维护和

风格的统一。

■ 软件定制方案-针对功能独特的客户要求，可提供代码开放，设计、封装功能块，以实现其个性化需求。

成 本 !

定 制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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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行业,贝加莱和领导者在紧密合作着……



HENG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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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特点：

■  硬件实现保压切换

■  集成的液压阀放大器功能

■   I/O级诊断可在HMI上自动显示，快速定位故障源

■   高速液压速度和压力闭环控制，提升系统响应能力

■  可视化方式的自动工艺逻辑序列，无需编程即可实现

■  内置SPC（统计过程控制）工具，提供质量分析与改善

■   I/O自由分配，并支持设置导引，易于适用，用户可自行完成系

统配置

■  可选伺服泵,可选RS232/422/485,CAN及Profibus DP Slave的通

信连接

标准型注塑机控制

X
2X

I/O BOX

B&R Power Panel



方案特点：

■  支持0.8ms的循环扫描等级

■  高速液压压力和速度的闭环控制

■  I/O自由分配，参数设置可自动导引

■  配方数据可通过USB进行交换

■  可通过Ethernet与远程主机连接，实现整厂设备互联

■  可视化的I/O诊断能力，支持VNC Server，Web Server等远程诊

断

个性化注塑机控制器

X20 I/OACOPOS

E
thernet

B&R Power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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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特点：

■  支持基于VNC Server,Web Server,Modem,FTP的远程诊断与维护

■  智能PID调节技术，能自整定优化参数，温控精度达到±1℃，支

持预加热与定时加热功能

■  多级密码保护，完备的用户管理功能，大容量重点参数更改日志，

防止非法修改机器原始参数

■  瓶胚曲线能自由拉伸、平移，并可以显示和比较当前实际壁厚曲

线，便于操作人员及时修改；大容量曲线配方存储能力，并且配

方名称可自由修改

■  可与全球多家知名品牌的伺服阀完美匹配，实现30点，100点或

300点基于时间或基于位置的精确壁厚控制，满足从简单制品到

大型复杂制品的各种技术要求 

吹瓶机控制

X20 I/OX20 I/O

X
2X

B&R Power 

Panel



方案特点：

■  实时壁厚跟踪曲线图及标记功能

■  周期时间自动均衡功能，保证料胚长度一致

■  满足从简单制品到大型复杂制品的各种控制要求

■  壁厚及储料缸电子尺信号软件滤波，消除外部干扰

■  正负10V输出，可控制电压型伺服阀，亦可经放大板控制电流型

伺服阀

■  采用非线性壁厚控制技术，适应市场各种主流的伺服阀，控制

结果精确

■  同时支持连续式和储料式两种工作方式，连续式有壁厚控制时

间自动跟踪功能

■  适用于单、双模架或储料缸式机型；比例阀斜率控制，使移模、

开合模动作更加平滑，减小机器震动

■  该系统有5〃和10〃两种屏，5〃屏：50－100点；10〃屏：100

－300点；点数基于时间或基于位置的精确壁厚控制，可满足从

简单制品到大型复杂制品的各种要求

■  两设定点间用曲线圆滑拟合，瓶胚曲线能自由拉伸、平移，并可

以显示和比较当前实际壁厚曲线，便于操作人员及时修改。50组

曲线配方功能，每个配方可同时储存5条曲线，并可自由修改配

方名称

中空吹塑成型壁厚控制

B&R P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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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特点：

■   三级密码保护

■  系统具有自保护及报警功能

■  智能PID调节,温控精度达到±1℃

■  数字量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监控与强制输出

■  支持以太网功能与远程诊断功能，实现网络管理

■   收卷比例阀采用斜率控制，使收卷张力平滑均匀

■  通过闭环控制进风量和排风量可保持膜泡部分的稳定

■  挤出，牵引与收卷的同步运动控制并能实时监控各电机的状态

■  控制系统的软件实现了标准化与模块化，支持高 303*336级语

言(C, BASIC 等)和梯形图，方便客户的二次开发与应用

吹膜内冷风环控制

B&R Power Panel

X20 I/O

风环控制

X20 I/O X20 I/O

C
A

N
 bus



C
A

N
 bus

方案特点：

■  可通过Web或简易型HMI调试设置

■  压力波动小于+/-0.5Kg，极大提高产品质量

■  实际测量-根据工艺需求节能范围从50%-80%

■  ACOPOS内置制动电阻，小功率时无需外接制动电阻

■  参数设置可通过多种方法实现，技术人员可快速学习使用

■  压力信号直接到伺服驱动器，125us速度环刷新控制伺服动作

■  压力上升时间40ms,流量上升时间30ms,极大提高液压系统的响

应能力

■  多PID控制,不同动作有3组PID控制,对射胶动作可独立PID控制,

保证射胶动作可以最优控制

伺服泵控制

B&R Power Panel

第三方注塞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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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特点：

■  支持以太网功能与远程诊断功能，实现网络管理

■  压力全闭环控制，能很好地减少或消除压力冲击波

■  专家模块独有的TPU功能可使模拟量最快采样时间达到0.2毫

秒，由此完美显示注射压力曲线

■  系统具有自保护及报警功能，机器故障时能根据情况自动停机

或自动复位并显示当前故障；

■  压射速度曲线能自由拉伸、平移，并可以显示和比较当前实际

压射曲线，便于操作人员及时修改控制参数

压铸机控制

X20 I/OX20 I/O

B&R Power Panel

C
A

N
 bus



X
2X

方案特点：

■  适用于各种挤出，如管材(PE,PPR,PVC管,波纹管,缠绕管,铝塑管

等),异型材,片材,薄膜,拉丝机,造粒机等。支持风冷，水冷，油冷

等冷却方式

■  可直接读取编码器反馈实现定长切割

■  可根据熔压反馈实现螺杆转速的闭环控制

■  方便易用的配方管理功能，可以通过网络或U盘实现机器间参数

共享

■  B&R智能PID温控技术，系统自整定PID参数，温控精度高；温

控区自由扩展

■  专业的品质统计管理系统，自动监控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重要数

据，方便用户进行质量管理

■  完善的曲线辅助监控和分析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所有的

温度控制区进行实时曲线监控，也可以对螺杆转速等其它过程

监控

■  内置张力调节算法，适用各种张力传感器(如摆辊的角度传感器，

压敏电阻等)，通过高速采样和输出控制变频或伺服实现平稳的

张力收卷

挤出机控制

B&R Power Panel

主机

X20 I/O X20 I/O

牵引 切割

C
A

N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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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逻辑控制器

■ 灵活的配置和参数管理

■ 既集成又离散

■ 已通过SIL 3, Cat.3和4,PLE认证

■ 高性能Pentium级CPU

■ 模块化结构

■ 全面的可扩展能力

■ 大量I/O产品可供选择

■ 模块化工业计算机系列

■ Pentium®M、Core™2 双核技术

■ 配置高速PCI，SATA，USB 2.0

■ 多种显示选项

■ 内部无电缆、无风扇设计，鲁棒性结构

■ 外部模块化接口，便于操作

■ 长期供货保证

SafeLOGIC System 2005 Automation PC

Motor ACOPOSmulti ACOPOS

■ 同步电机

■ 异步电机

■ 直线电机

■ 直接驱动

■ 高动态特性

■ 无位置传感器模式

■ 内置电机参数芯片

■ 全数字智能伺服驱动

■ 结构紧凑的模块化设计

■ 多种散热模式供选择

■ 带闭环控制的智能电源

■ 背板直流母线互联

■ 通过IEC61508安全认证

■ 集成SafeMC安全模块

■ 全数字智能伺服驱动

■ 适合高精度运动控制

■ 系统结构可灵活配置

■ 集成安全驱动技术

■ 支持IEC 61131标准控制模块

■ 支持PLCopen的运动控制功能块

■ 丰富的运动功能块

完整的产品系列助您实现完美的塑机方案！



■ 集成控制显示一体化面板

■ 齐全的显示类型和形式可选

■ 丰富的显示类型，触摸式或按键式

■ 优异的EMC特性

■ 灵活的系统架构方案

■ 多种性能级别可选

■ 可为特殊行业量身定制

■ 集工业PC与面板于一体，占用空间小

■ 高性能Intel Pentium M级CPU

■ 无风扇设计

■ 带1-2个PCI插槽

■ 丰富的显示类型，触摸式或按键式

■ 长期供货保证

■ 第一个实时开放的安全以太网协议

■ 最佳实时性能级别及精确定时

■ 正式纳入IEC国际标准

■ 适用于所有标准以太网设备

■ 兼容CANopen协议

■ 支持任何网络拓扑

Power Panel Panel PC POWERLINK

X67 I/O X20 CPU X20 I/O

■ 人体工程学设计

■ 结构紧凑的分布式I/O

■ 兼容标准现场总线协议

■ 灵活的配置方案，便于扩展

■ IP67防护等级

■ 优异的EMC特性

■ 贝加莱新一代PCC控制器

■ 基于Intel x86 处理技术

■主板集成了：TCP/IP、POWERLINK 
　2个USB接口

■ 模块化扩展通信接口

■ 循环时间可达：200 μs

■ 4 种处理器类型可供

■ 无风扇

■ 超群的组件密度—12.4cm²中容纳12通道

■ 支持电气热插拔，并支持预接线操作

■ 支持PC-based自动化技术

■ 与IP67防护等级的I/O实现无缝集成

■灵活的本地/远程I/O配置方案

■支持CANopen、DeviceNet、Modbus- 
　IDA及Profibus DP 现场总线

■ 集成Safe I/O安全模块

完整的产品系列助您实现完美的塑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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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机械集团旗下的东华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全自动电脑注塑机及其附属设备为主的中外合资企业，

成立于1986年5月，现有员工近800人。公司资产雄厚，生产设备先进，可一次性提供全套注塑机机械及配套设

备，注塑质量从43g到30000g，合模力从220KN至3200KN，年产值四亿多元，是我国最大型的注塑机生产基

地之一。

东华公司产品规格齐全，尤以生产特大型注塑机称雄塑机行

业。公司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研发设计人员，在多个项目的研

发上屡创佳绩。93年设计制造出国内首台合模力为2500吨的

TTI-2500特大型注塑机；98年TTI系列注塑机被国家机械工业

局认定为"中国机械工业名牌产品"。99年设计制造出国内第一

台TTI-1800TON二板式注塑机。

合作，促进，发展

2002年11月20日是值得铭记的日子，因为在当天，大同机械集

团东华机械有限公司和B&R公司正式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更值得骄傲的是：三年多来，我们的合作一直持续升温，在注

塑机上的成功合作促使东华机械将B&R控制系统推广应用到橡

胶机、吹瓶机、挤出机等产品上，目前为止配置有B&R控制系

统的机型有：F2系列大型注塑机，Fx系列高速注塑机，二板式

注塑机和中空成型机。

极致完美的贝加莱(B&R)注塑机控制方案

B&R公司提供的订制化的控制系统体现出的卓越性能大大地减少

了东华机械公司的长期成本。提供的配置方案具有以下特点：

硬件方面：

■ 下位采用B&R可靠、紧凑的2003系列控制系统，或高速、高

档的2005系列控制系统；人机界面可根据不同的需要，选用

6寸单色液晶显示屏或10.4寸以上真彩色显示屏，中英文图形

显示，操作直观方便。

贝加莱控制系统在注塑机上的应用



连同一个准确的时间描述一起显示。所有报警被记录在一个

报警表中，报警统计可被随时调用显示。并且，有4层的密

码保护，使机器安全地运行。

■ 完善的曲线辅助监控和分析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所有

的温度控制区进行实时曲线监控，也可以选择对射胶，螺杆

转动，开锁模，注射单元等各加工过程进行速度/时间，压

力/时间，速度/位置，压力/位置的过程监控。而且，所有的

模拟量，数字量输入，输出状态都可在屏幕上显示。所有轴

的状态显示有利于更好地观察机器的运行，例如：合模，开

模，注射等。可在同一时间显示表示不同参数的16段曲线，

另外16段注射速度历史曲线可以同时被显示出来，以便比较

注塑质量。

■ 专业的品质统计管理系统，自动监控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重要

数据，方便用户进行质量管理。

用户感言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三板机、二板机还是其它新开发机型，

我们已普遍配置B&R控制系统，B&R控制系统以其优异的性能、

精确的控制、良好的服务、持续的改进，为我们在瞬息万变的市

场中缔造出非凡的业绩。”大同集团传控中心高级经理蔡国强自

豪地讲述到：“B&R专业的、资深的技术人员和服务工程师，总

能给予我们及时、高质量的技术支持，不但让机器控制程序在短

期内实现了稳定和完善，也让我们可以从容的满足用户各种各样

的非标要求，设计出世界一流的解决方案。完善的培训设备和雄

厚的师资力量，让我们在控制技术开发中少走很多弯路，也让我

们与世界最新控制技术始终保持着“零距离”。B&R遍布全球的

服务站点，为我公司分设在世界各地的办事处和众多用户提供近

距离、贴心的技术服务，速度和效率深受青睐。”
F2系统大型注塑机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三板机、二板机还是其它新开发机型，我

们已普遍配置B&R控制系统，B&R控制系统以其优异的性能、精

确的控制、良好的服务、持续的改进，为我们在瞬息万变的市场

中缔造出非凡的业绩。”

大同机械集团

高级经理

蔡国强

■ 模块化设计，可以针对一些特殊用户的要求方便地扩充功能。

■ 根据需要，配置Printer、USB、Internet等接口，同时配合

B&R强大的内嵌式网络功能，可将设备方便的连接到生产过

程网络，进行生产过程控制。

■ 产品符合UL,CE,GOST等多项安全认证。

软件方面：

■ 大容量的存储能力：200套配方存贮于一个外部标准软盘中

或机器内部的存贮单元里。

■ 方便易用的模具配方管理功能，可以通过软盘或记忆卡，实

现机器间参数共享。 

■ 功能完善的射胶和塑化控制技术，可选择实现射胶速度，保

压，背压以及螺杆速度的自适应闭环控制，其中射胶和保压

可以分十段控制，螺杆速度分五段控制。

■ 智能PID温控技术，用户无需设定烦琐的温控参数，系统自动

优化整定，温控精度高，且温控区可以任意扩展。

■ 对联杆的合模机构进行线性化处理，使得可以非常精确地

控制合模位置。全闭环的速度和位置控制构成完美的合模运

动。开合模速度可以细分为10段。

■ 为了避免错误操作，本系统提供多种实时操作批示和换模方

式，允许换模以后对新模进行各轴的精确的慢速调整。集成

的示波功能，使调试工程师可以准确地观察到高速控制环。

■ 精确的报警装置。只要机器一出错就会实时报警，报警信息

完整的软硬件平台、行业方案集成、持续服

务--中国塑机制造商卓越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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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口香糖、隔音材料、胶水、狗粮、药丸，汽车防护板和

早餐谷物都有什么共同点呢？这些问题可能会难倒多数参加电

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选手。

这不是Dipl.-Ing.乔根•雷布曼（Jurgen Rebmann）（科倍隆•

沃纳&弗莱德尔股份有限公司(Coperion Werner&Pfleiderer 

GmbH&Co. KG)软件开发与自动控制主管）所关心的。他真正

关心的是，将不同的材料结合在一起：上面所列产品的生产均

与挤出机有关，挤出机则被认为是由科倍隆制造的“混炼机”

。该公司生产的设备和系统应用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用于塑料、

涂装、密封化合物、动物食品、零食甚至实验室用和大规模生产

的特种水泥，在此不赘述。主要的应用领域为技术塑料的处理，

科倍隆集团为塑胶、化学和食品行业专业研发、生产整套的挤压设备及配套的生产系统。科倍隆产品广

泛用于多种材料的配制、加工与挤压。约500种机器已经配备了贝加莱技术，该技术控制为加工提供可视

化，同时保证产品具有稳定的高质量。

利用热压铸成形和吹塑机做进一步处理和粉末涂料的生产。混

炼机的工作原理如同和面机，它将一定量的面粉、水和其它配

料融合在一起。混炼机由科倍隆集团的科倍隆•沃纳&弗莱德尔

股份有限公司制造，该公司基地在斯图加特。该混炼机的工作

原理与和面机相似，但是可连续工作，且利用了更为复杂的工

艺。特别适合该程序的螺钉构件（科倍隆程序工程师可以从约

1000多种螺钉中选择）被排列在两个平行轴上，使互相啮合，

从而小心翼翼且有效地传送和混合原料。一个计量装置使得原

料能够持续不断、准确无误地输入。材料须经加热、冷却、除

气、捏合或调压处理。这样做时，螺钉位于包含一个模型处理

区。此机架模块可单独加热或冷却，其设计方便滑石、炭化纤

维甚至木屑输入或者除气。机器操作员根据不同的材料选择程

挤出设备控制技术的改造与创新



ZSK挤出机控制单元配备X20模块和一个Power Panel面板

序或者必要的工序。科倍隆根据客户的需要组装必要的机架模

块和螺钉构件。

大大减少试车次数

“我们为少于32个控制区或者最大螺杆直径133毫米的程序提供

特别紧凑型的标准机器”，乔根•雷布曼解释说，“我们开发新

一代机器的主要目标是减少启动时间，降低整个系统的成本。”

过去，一个工程师会在现场花费数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使

机器开始生产。自从2000年底以来，我们交付使用的机器就只

要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调试运行了。启动时间和

精力的大幅减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基于贝加莱技术的控制体系结

构。不管实际配置如何，控制程序始终覆盖包括多种机床选型的

最大布局。“有了这种标准化，软件被全面测试，我们只需选择

与任务相关的组件，而无需浪费时间来编程。”Dipl.-Ing.(BA)帕

特里克•布鲁德（科倍隆员工，负责贝加莱控制器）指出。

工业计算机Provit5000与贝加莱触摸屏连接，控制可视化、工作

日志和配方管理。这得到贝加莱控制器2003的支持，2003系统

可通过一系列的界面与工业计算机进行信息交流。I/O和变频器

通过CAN-bus(控制区域网路)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科倍隆提供两个基于贝加莱技术的控制器变量。CSseparate的

控制技术在一个与机器分离的开关柜内。如果复杂性（也就是

控制范围）不是太大，控制技术也可置于机器（CScompact）

上。根据机器的配置，控制器可通过一个附加模块得以扩展。“

贝加莱Ethernet与Profibus模块使其容易与以太网或者Profibus

界面结合。”帕特里克•布鲁德（Patrick Bruder）这样总结贝

加莱技术的优势。科倍隆将2003系统以来的整个模型组合用于

其机器中。控制器甚至置于冷却模型等高要求之下，布鲁德指

出：“对于冷却程序，水以大约200毫秒的脉冲喷射在冷却洞

内，使其蒸发，达到必要的冷却效果。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保

证不会有过多的冷水不能到达该系统，因为如果是这样，将导

致材料压力造成的危险。”

X20提供极大的灵活性

根据科倍隆的要求，每个机器由贝加莱软PID－控制器控制。“

我们还可采取其它的解决方案。但是，贝加莱在我们的总体评估

中是最好的，这评估中，我们将其与几个供应商的产品做了对

比，其性能、灵活性和价格均是最优的，乔根•雷布曼称。甚至

贝加莱的最新创新也体现了公司的热情：用于ZSK MEGA-挤压

机系列最新构件的控制器——Laborextruder ZSK MEGAbab18

最近也装配了X20系统，贝加莱最新的控制系统和人机面板

Power Panel。”“我们才刚刚开始出售X20系统，它甚至更

加紧凑，灵活性更高”，软件开发与自动控制主管说。“我们

将继续使我们的其它机器适应贝加莱的新生产线。正如我们今

天所见，这一措施将使我们不仅可以享受到最新的技术，而且

能进一步降低整个系统的成本。”

www.coperion.com

“开发新机器的主要目标是减少启

动时间，降低整个系统的成本。”

Dipl.-Ing. 乔根•雷布曼

软件开发与自动控制主管

科倍隆•沃纳&弗莱德尔股份有限公司

ZSK MEGA混炼机上的双螺杆侧面进料器

各种数据模块可供调用，贝加莱单系统多机型

的挤出机解决方案大大节约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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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RAs.r.o.公司位于捷克Rakovnik，18年来专注于传统的注射成型机的开发和制造。这一捷克供应商

在所有开发产品的设计上使用了最新的电气驱动。

在1992年，机械制造商TOS Rakovnik变身为私营公司INVERA。

虽然新公司初期仍然从事维修和改造TOS Rakovnik的产品，但

不久公司就将主要精力转向创新的注射成型机生产上。新的室

内机型INTEC专门针对橡胶和塑料处理而设计。INVERA目前

的产品组合还包括液压机、单一用途和专业机型特定、机器人

和机械手。

贝加莱——值得信赖的伙伴

几年来，INVERA制造的机器和系统已经完全装备了贝加莱的自

动化技术。贝加莱高水平的技术工程师和最新的自动化技术使

INVERA有实力向客户提供高质量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在生产刹车片的INVERA成型机上成功运用了现代自动化技术。

强大的贝加莱控制系统能直接实现机器和ERP系统间的数据交

换，简化了配料和其他重要技术数据的规范管理，客户可以从

中受益。此外，用户还可以方便地采集不同参数，如温度、压

力、工作时间和停机时间来用于静态评估和后续处理。

INVERA全电动注射成型机

INVERA在今年年初推出了新开发的重要产品全电气式注射成型

机。由10.4英寸集成控制、显示的Power Panel进行中央控制。

模块化的X20和X67用于I/O系统。通过POWERLINK连接的贝加

传统与创新



“我们拥有一个可靠的商业伙伴，那就是贝加莱，数年来我们信赖

他们的技术。与贝加莱工程师的紧密合作确保在我们的机器上无缝

集成最新的自动化技术。”

Jiří Vostrý
总经理
INVERA s.r.o.公司

INVERA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92年 

员工人数：28人

年营业额：7000万捷克克朗 

公司地址：Rakovník（捷克）

产品&服务：注射成型机，用于塑料加

工的液压机、单一用途和

专业化的机械、机器人和

机械手，用于生产塑料零

件的氮气辅助成型设备。 

网址：www.invera.cz

莱伺服驱动器确保强大的轴驱动。

互利的伙伴关系

在INVERA和贝加莱工程师的共同合作下，仅用了很短的时间

贝加莱就完成了试验项目。经过六周，注射成型机针对所有必

须的工况(校准、维护、人工操作、半自动化和全自动化运行)

进行了成功的测试。当所有参数都设定为机器运行的有效值后(

调整电机，设定电力、压力、温度等)，机器就可以进行全自动

运行。与此同时，通过安装Modem实施机器远程管理、通过设

定IP地址实现直接连接、通过FTP协议进行数据传输以及GPRS

调制解调器的使用也都进行了测试。安装的网络服务器用于机

器的远程诊断和维护，这样无需现场操作人员就可以将机器设

为全自动化运行。

对于生产不同形状的产品，注射成型机拥有不同的锁模力。模具

参数很容易被定义，并以CSV文件格式存储于CF卡中。机器将

会选择对应不同模具的CSV文件。一旦所有参数被读入，机器就

不必做出其他设定了。

Power Panel用于新型全电气式注射成型机的控制单元，带10.4英寸的VGA彩色显示屏。

塑料和橡胶配件制造商要求他们的机器拥有极高的性能和操作

可靠性，便于维护并且能得到全程客户服务。要满足这些极高

要求的注射成型机必须应用先进可靠的控制技术。

集成自动化携手全电动注塑机创新之路--贝加

莱始终伴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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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材料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在包装材料市场广受欢迎。如今，PET常用于各类食品、化学

品和香水产品的包装，它之所以备受推崇，不仅由于其出色的物理特性，而且价格诱人。

PET材料于1941年首先由英国J.tt.Whinfield与J.T.Dickon研制成

功，当时，PET仅作为合成纤维使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

才广泛用于纺织纤维，随后，还用于胶带的生产。上世纪70年

代初期，首个工业吹瓶机诞生了，它的创造者是法国西得乐公

司和德国克虏伯公司。 

领先的乌克兰制造商

Polimash公司是乌克兰包装行业的翘楚，公司创建于1999

年，相对年轻但发展迅猛。她的成功离不开其高效的工程设

计技术、高超的制造技术、良好的服务和准确的市场定位。如

今，Polimash团队拥有156名雇员 ，已有700台机械在客户端

运行。

工艺流程

新一代吹瓶机可以全自动化生产PET瓶。输送机自动送坯，确

保自动化生产，特殊机械装置将瓶胚排列整齐，并用红外线灯

管加温。在加温过程中，瓶口螺纹通过水冷防止其在吹塑过程

全自动吹出完美PET瓶



Polimash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99年
员工人数：156人
公司地址：切尔尼戈夫（乌克兰）

产品＆服务：吹瓶机生产和研发 
网址：www.polimash.com.ua

“贝加莱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方案，硬件和自动化软件的灵活性

有助于优化机器的生产率，提高最终产品的质量。”

Alexander Suvorov
董事长

Polimash公司

精 彩 案 例

中变形。

加温后，瓶胚传送到吹压模，在完全关闭和密封后，拉伸杆轴

向拉伸型胚，用压缩空气径向吹胀(拉伸)型胚，在瓶胚吹塑成

型的最后阶段，压力控制在38-40b。吹塑时PET分子取向影响

瓶子的阻隔性，压力增加使PET结晶，同时改进了隔热性和阻

气性。稍后，拉伸杆移开瓶胚，对瓶壁进行冷却定形，降低压

力以便脱模。通常，整个吹瓶过程结束，输瓶机械手把瓶子从

模具中取出，送入输瓶风送式流水线。

使用两个移动哈夫式模具加快了生产过程，提高了机器的生产

能力。 Polimash公司董事长Alexander Suvorov说道：“贝加

莱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方案，硬件和自动化软件的灵活性有

助于优化机器的生产率，提高最终产品的质量。此外，贝加莱

的产品还集成诊断和分析功能。”

柔性化的产品组合、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贝

加莱让吹瓶过程简单、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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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成形

Cincinnati Milacron是Milacron集团的成员之一，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巴达维亚，是挤出系统行业首屈一指

的公司，公司给客户提供多种挤出系统产品，如，木材塑料复合挤出系统、圆锥双螺杆、并行双螺杆、

单螺杆以及板材挤出系统。

挤塑过程

在史前时代，人类已经开始探索天然聚合物的属性，进入19

世纪时，随着化学物理领域科学的发展，以及原材料行业对

非天然材料的需求，全系列新原料应运而生，其中塑料是早

期最具代表性的原料。

今天，塑料制成品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产的工

艺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Cincinnati Milacron双螺杆挤出机广泛运用于楼宇行业，制

成品包括PVC管、门框窗框、乙烯基板、以及木材塑料复

合板。另外，Cincinnati Milacron单螺杆挤出机经过特别设

计后满足不同层面的市场要求，如板材、框架、管材以及

造粒系统。

挤塑过程开始阶段，粉末或颗粒塑料，或回收塑料被馈入

机器贮料口，然后通过加热料筒里的旋转螺杆，原料被不

停往前输送，原料在这里通过磨擦和加热被软化，软化的

塑料被送入一个模具，再直接浸入冷水将产品固化，这以

后，再经过喷淋池或真空校准台，拉伸、切割，为最后的

包装作准备。模具是位于挤塑机末端的一块金属盘，在内

部被挖空一部分，这个挖空部分，以及取件滚筒的速度决

定了产成品的截面，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明这个概念，就象

是个挤牙膏的过程，产品出来后有一个固定的形状，它取

决于管子末端的开口，如果开口截面改变，生成的产品也

将依照新的截面。简单地讲，挤塑的过程就是将原料挤过

一个模具口的过程，这个模具口决定了制成产品的最后形

状，无论是塑料管、扁线或各种轮廓造型，注塑过程都是

一个一次成型的过程。

自动化技术的选择

一如所有的机械制造商，自动化切边技术是一个成功并创新



木纤维塑料复合挤出系统TC-86 圆
锥双螺杆挤出机在 NPE 2006展会

上展出。

Cincinnati Milacron挤出系统适用于板材、、框架、管材、木纤维及天然纤维

塑料交合材料等等众多楼宇建设和包装行业。

的生产线的必要条件，此外，Milacron在美国、欧洲、印度

和中国都有生产工厂，因此，在挤出设备的控制系统开发上

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的趋势。

“在开发最新的控制平台‘Mosaic’的时候，我们希望找

到一个快速又稳定的系统，有几个原因让我们明智地选择

了B&R“，Cincinnatin Milacron的营销经理Tom Brown先

生这么说道，“在挤塑行业，正常运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我们的客户无法接受一个常停机的系统。还有，根

据我们的业内反馈，B&R在挤塑行业有着很好的口碑，另

外，与我们以往遇到的供应商相比，B&R提供了更好的操

作软件支持，还有一个理由就是B&R Automation Studio编

程软件，这一唯一的适用整个系统的编程工具，它让我们在

轻点按键之间就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切换，这对我们的国际

化业务而言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一点，当然毫无疑问，B&R也

提供给了我们所需的硬件。

全新的Cincinnati Milacron挤出系统采用了B&R最新的工业

PC技术APC620, 其显著特点是高速的处理器性能和无风扇

运行，CF620上CF卡的使用，使得Cincinnati Milacron提

供给客户无旋转组件的一个控制系统。此外，Cincinnati 

Milacron与B&R合作推出了一体式定制Automation Panel,

其外观采用了Cincinnati Milacron的标志颜色和LOGO，产

品由一个触摸屏以及一个操作键盘组成。同时，Cincinnati 

Milacron也选择使用了B&R X20片式I/O,X20 I/O系统的优

点包括高密度I/O,与同类产品每片8路I/O相比，X20每片最

多有12路输入或输出，I/O之间最长100的间隔，搭建高度

分布式的系统，另外，X20 I/O独特的接口设计最大减少了

空间上的要求。

“我们最新的控制系统的键盘设计采用了一个触摸屏和一个

手动按钮，直接连接到面板上，与我们以往的方案相比，新

系统的键盘无缝集成到了面板上，省却了接线等工作，节省

了大量人力。其其它的特点包括使用简单，全球通用。图片

容易理解，控制器可存贮多达40种不同配方，因此具有出色

的操作友好性。“Tom Brown这样补充说道。

Cincinnati Milacron在NPE2006-这一美国最大的塑料展览

会推出了他们最新的控制系统，最个全新的作品在客户中

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从他们在市场的使用率上可见一番--4

月，Cincinnati Milacron在美国橡塑业的使用率达到了90.8%

。Cincinnati Milacron挤出系统出色的市场表现为其将来的

发展垫定了坚实的基础。

www.milacron.com

定制化操作面板、模块化控制系统、一体化编

程环境--挤塑成形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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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里士多德到格式塔理论家，无数伟大的头脑经常思考的似非而是的论点是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这

一观念经常被人们作为协同提及。当我们认真思考的时候，就变得相当清晰了……这就是结合。随着为

生产塑料桶而设计的新型水平举升机UMS 16H.S的诞生，Uniloy已经证明了正确的结合是成功的秘诀。

对于公司来说，伴随成功而来的是公司显著降低了成本。

相比同类机器减少超过20%的功率消耗，在最小报废率下缩

短大约20%的生产时间以及增加的灵活性——这些都是Uniloy 

Milacron Germany GmbH公司用于生产塑料桶的新型吹塑成型

机的显著特点。

由Milacron集团德国分公司设计和生产的水平举升机UMS 

16H.S，相比它的高科技前代产品可以显著提高生产和效率。

这些改进是由贝加莱的现代技术和Uniloy的革新理念来共同实

现的。

专注于操作

安装在机器铰接的旋转臂上的贝加莱操作单元设计合理，规格

详尽，引人注目。通过清晰的键盘设置，大尺寸的触摸屏显示

成为了一个优化单元，它可以使操作人员在任何时间都能对机

器进行完全的控制。此外，背光键可以确保对机器状态提供即

时信息。隐藏于按钮盖下面的是一个复杂的模块系统，它可以

轻松地为用户键区提供更紧凑的安排。贝加莱操作单元始终关

注用户的要求和对用户友好的机器的操作。

Uniloy的工程师对涉及到现行的机器设计给予了最高的优先处

先进技术和创新理念的完美结合



Uniloy Milacron公司简介：

成立时间：1987年
员工人数：26人(德国)+40人(捷克)
年营业额：1300万欧元

公司地址：分公司位于美国、德国、

意大利、捷克、英国、中

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

产品&服务：吹塑成型机的研发和生产

网址：www.uniloy-milacron.de

理。高透明结构意味着操作人员能够享受最佳的生产过程，并

且始终密切注视整个过程。一眼便能看到，塑料桶是在完全检

测状态下从吹模中快速取出以备下一步使用，整个过程几乎没

有一点声响。

第一印象并不是幻想。Uniloy的技师通过一些创新技术的组合，

在一个生产周期中能减少约20%的时间。除了结束运动外，主

驱动轴由贝加莱的电子构件驱动取代了传统上使用的水压构件

驱动。公司使用了来自贝加莱ACOPOS系列的智能高性能伺服

驱动器作为电子驱动。

它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几乎免维护的驱动选项。另一个优势是

电子驱动器有更高效的功率。更具有动力的电子轴使Uniloy还

能加速机器运动。“我们确信这将使用户成本降低，从而他们能

在驱动选项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Uniloy Milacron Germany 

GmbH公司的总经理Volker Buntrock说。“驱动硬件由模块化

软件封装，这样无论安装水压、气压还是电子驱动器对于机器

操作人员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通过连接机器模块减少错误率

新的机器冷却观念同样有助于减少生产时间。除了理想的工具冷

却，两个后冷却装置确保了在机器的关键区域肩部、把手和底部

更快地散热。这些措施也使增加机器的产量达到每小时180个桶

成为可能。与类似的机器相比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废弃物

会随意污染机器内部。这是由于机器的清除系统会将把手和箱

盖打开所形成的残留物分开。清除系统外加测试机器不渗透性

和重量的下游检测装置在使废品率最小化方面共同起了很大的

作用。因为检测装置和机器控制器相连，所以可以通过调节挤

塑模头控制挤出塑料的量以使生产损失最小化。

贝加莱灵活的X20上的CPU被用作控制器，它配置有远程I/O系

统。ACOPOS驱动器也通过POWERLINK实时高速通信总线连

接到控制器上。Uniloy还使用来自X20的I/O系统模块来处理I/O

点。在单个机器模块上的众多远程装置通过高速X2X连接成网

络。贝加莱APC620系列的工业PC用来处理这些数据并运行可

视化软件。

“基于贝加莱庞大的硬件和软件包以及与贝加莱的高素质工程师

的紧密合作，Uniloy建立了一个无论是对用户还是生产商来说都

堪称完美的解决方案，它包括了所有关键方面诸如安全性、实用

性、耐久性和经济性”，Uniloy电工部门的主管Norbert Nimpsch

说，他参与共同研发了基于贝加莱技术的机器控制器。

毫无疑问，Uniloy通过新的机器设计证明了，崭新的理念和先

进的技术为降低塑料包装生产成本提供了进一步优化的潜能，

即使在精密度很高的机器上也能实现。

贝加莱先进的自动化技术积极响应客户的创新

需求，将协同效应推向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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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下游任务的注塑成型生产过程自动化要求人员对过程自动化全面的了解和对控制深入的认识。整

个注塑生产过程自动化包括集成了其他设备的注塑成型机。REMAK公司在塑胶加工业被誉为专业解决方

案提供商，其解决方案涉及到一系列模块化设计处理系统。REMAK方案的专业性体现了所有产品完整和

统一的运行理念。最佳的表现是什么？那就是其他机器人厂商也可以使用REMAK软件，以节约自身研发

成本。

REMAK公司（靠近德国的Darmstadt）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产

品热销，并形成可靠的自动化方案。控制系统包括自动喂料系

统、分离系统、插入转移系统、提取最终产品系统和随后成型部

分的处理系统。其中插入转移系统包括预切箔和针对纺织项目的

注塑成型工具。近年来，REMAK作为一个系统提供商、系统集

成商和优化整合注塑成型过程的合作伙伴与其他同类企业相比有

了长足的发展。REMAK的专家们拥有广泛的产品经验，公司主

要经营领域包括高速直浇道拆除设备应用、3-5轴线性设备应用

和具有10个伺服轴和高达300kp起重机械的大线性门户应用以及

在ABB、Kuka关节臂机器人上的单独应用或部分应用。

2007年7月，REMAK加入HAHN自动化集团。作为注塑成型行

业的系统集成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的REMAK，主要是想通过

自身专业扩大自己在集团的地位。

处理成型部件的线性机器人解决方案将继续成为REMAK在此

领域的攻关重点。其在此领域已经攻克了近30个技术难点。该

系统不仅具有高性能，而且具有独特的用户友好界面和非凡的

成本效益运作。 

助力注塑线性机器人全面升级



线性机器人用于处理不同形状的部件

柔性的模块化系统

“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模块化和标准化，这部分我们已经做到

了，”REMAK管理主任Dirk Schroder指出。“这意味着我们

线性机器人包含很多相同部件，比如目前使用的RX60和RX100

系列，它们是集成模块系统的一部分。其独特的优势在于可以配

备所有带有相同控制器和操作软件的机器人。”

更值得称赞的是很多不同配置可以被覆盖。“虽然大部分机器

人有3个主要的线性轴，再另配3个可旋抓手和次轴。由设备类

型决定的抓手可以由气动或电机驱动。”REMAK建设和发展

部主任Willi Kritzer补充道。

单一软件可适用所用设备

尽管设计领域宽泛多变，但是REMARK仅使用一个软件即可搞

定。这个软件集成了所有元件于一身，参数只要根据相关设备

配置设定即可。“即使用户需要不同的直线机器人，也只需要

小幅度的修改。大多情况下，只配置相应的I/O列表和集成额外

的元件。甚至集成带关节的机器手也只进行一点改动就可以了”

，Willi Kritzer说道。

由于这个系统对新设备配置的适应性很强，使得那些不愿意花费

大量研发时间在机器人控制和操作接口上的公司或想通过相关产

品迅速进入市场的公司都采纳了REMAK公司提供的软件。“我

可以做到：即使一个大型的自动化公司不能为这个上市的机器人

厂商提供未来2年的发展解决方案，我们也可以在不到4个星期的

时间内就获得成功”，软件开发部主任Peter Klein说道。

建设部主任则道出了REMAK的控制体系缘何能有如此高的灵

活性。“因为我们采用了贝加莱的软件。其开放性使我们应用

自如。因此，贝加莱提供从编程和控制到电机技术的完整解决

方案，这样就简化了除通用通讯模块以外的系统集成。”这对

REMAK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公司系统覆盖广泛的领域。“贝

加莱提供了一种不需要重写的全系列产品模板，如需更改只是

改变组合即可。”

REMAK广泛使用贝加莱的2003控制系统作为标准控制器硬件。

在新项目实施中使用了贝加莱的X20系统。“老设备改造了新

系统oc-RCP，都是基于贝加莱的移动面板，REMAK还使用基

于PC的触摸式面板作为控制平台。“此控制器的设计主要考虑

性价比优势。我们已经充分考虑到这种结构不需要另配PLC，

从而降低总成本，节约了开关柜空间和走线”，REMAK管理

部主任解释道。

“我们用这个控制器控制6个电机轴和一些气动轴，仍然没有达

到这个控制器的性能极限。”CompactFlash卡服务于面板上的

存储媒体。Peter Klein说这是个巨大的优势：“这个存储媒介

包括操作系统所需的所有数据。升级或安装这个系统很容易，

因为只需要考虑一个数据设置。这样省去了繁琐的寻址和大量

数据设置的更新。”

易于维护

当需要升级时，技术支持人员或操作员只要安装带有新数据的

flash卡即可，或当更新设备时，安装带有当前数据的卡。“完

整的系统包括显示器、控制器、驱动器和电机”，Willi Kritzer说

道。贝加莱的ACOPOS伺服电机驱动和带有Endat接口的电机以

及绝对位置测量系统可以把这些变成现实。“由于采取了这一即

插即用功能，即使是经验较少的用户也能替换电机或控制器，并

让系统重新运行”，软件研发部主任胸有成竹地说。

REMAK的主要要求之一是易于维护和提供方便，因为公司客户

范围是从小公司到大的国际合作都有涉及，需求的资源各有不

同。此外，大约3000种机器人用于全球生产中，必须有该公司

服务人员进行技术支持。因此，支持多语种软件的能力和实现远

程监控成为选择控制器提供商的附加标准。贝加莱的高水平创新

也为此成功助一臂之力。如果您的目标是快速和创新运营，那么

贝加莱将是您合适的合作伙伴，Willi Kritzer说道。“当其他的制

造商还在考虑中的时候，贝加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贝加莱通用运动控制技术（Generic Motion 

Control）全面提升机器人性能。

B&R PLASTICS SPECIAL ISSUE  31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总部(上海)：021-54644800　传真：021-33675666　网址：www.br-automation.cn

西安：029-88337033　北京：010-64402577　广州：020-38878798　

成都：028-86728733　济南：0531-86117489　沈阳：024-31877171

机械设备制造商总是力图通过创新(Innovation)来获取竞争优势，贝加莱以其丰富的行业积累、完整的自动化产品线，优秀的工

程技术队伍为各种行业提供技术领先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创新变得如此简单！

欲了解更多有关各行业的解决方案，请登录贝加莱中文网站：www.br-automation.cn

完整的自动化方案，

让创新变得如此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