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硅胶加工

技术与专业知识的紧密关联

采用SILCOSET



规
格
及

应
用
实
例

医疗技术/ 
婴童用品

汽车多组份零件日用消费品 电子/ 
电气装置

SILCOSET技术的 
规格及应用实例

型号

SP 55 SP 100 SP 180 SP 250 SP 380 SP 750

直径 mm 12 15 18 20 22 25 25 30 35 40 50

一览图 型号

SP 380 SP 750 SP 1000 SP 1400 SP 2000 SP 3000 SP 4300

直径 mm 45 50 55 60 60 70 60 75 80 80 90 90 100

HTV塑化单元概览

完整的技术参数请查阅液压和电动型号系列的目录。

LSR塑化单元概览

LSR / HTV技术可用于型号系列 
PX / CX和CX-MK的各种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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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改进后的新材料特性，硅胶在现代塑料加工中不断 
发现新的应用可能性。硅胶高度透明、易于安装、免回火且
抗菌。此外，自粘系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消费品工业 
等新兴行业也意识到，改善产品手感和外观可以提高产品 
价值。凭借SilcoSet技术，KraussMaffei使得锁模力在25至
420吨的液压、电动和混合动力机器适合于加工硅胶  —  
该技术也可被加装。交钥匙解决方案甚至可以提供完整的 
系统：包括注塑模具和外围设备。

SilcoSet技术亮点一览：

–  即便模腔数多达256个，仍能实现精准的恒定注射重量

–  模板平行度保证了低粘度材料的安全加工

–  只需简单改装，便能从热塑性塑料加工转换到硅胶加工

采用SILCOSET加工硅胶
技术与专业知识的紧密关联



技术剖析
SILCOSET技术的魅力

模具加热装置

- 标准加热功率高达7 kW
- 加热电路监控

MC6 Multitouch
-  整合了SilcoSet技术的所有功能

所有直线往复运动球轴承导轨上 
均配有用于格林柱的维顿刮刀

- 防止合模装置磨损

APC plus助力SilcoSet
-  补偿粘度波动

-  得益于专门的材料数据库，采用LSR和HTV的启动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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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同轴注塑机组

-  通过同轴注射动作实现高精度注射

带冷却螺旋管的料筒

-  精密温度控制缩短循环时间

专用硅胶止回阀

-  闭合表现非常好，可再现，与相应的材料相匹配

混合与计量单元

-  针对各种要求提供正确的外围设备

水冷闭式喷嘴

- 防止在预塑过程中硅胶的溢出

领先的螺杆技术

-  精准、低剪切

- 防止硅胶回泄



液体硅胶 (通常所说的LSR) 的加工要求特别高。LSR的粘度从水状到蜂蜜状，要求绝对的模板平
行度，从而实现密封合模和交联固化的注塑过程，直至每个细节。

粘度要求高
LSR – Liquid Silicone Rubber (液体硅胶)

过程特性

在LSR加工过程中，原料通过一个混合与计量单元均匀

混合，然后输送给塑化装置。这种混合物能起反应并且

对剪切敏感，在专门调校的注射单元中冷却，然后被 
缓缓输送到模具。重要的是紧接着进行高度精确的注

射，这是因为材料在模具温度高于170 °C的硫化过程中

会非常快速地反应并牢固地交联。然后可以借助自动化

设备或刷除装置取出成品部件。

机器技术确保先进的液体硅胶加工

Liquid Silicone Rubber (液体硅胶) 由两种组份构成，它

们在铂催化的加成交联中形成稳定的网络，没有裂解产

物，但仍保持弹性。在KraussMaffei开发的SilcoSet工
艺中，注塑机的螺杆、料筒和喷嘴都是针对LSR材料的

特性设计的，此外也特别适合于洁净室中的生产。

液体硅胶的典型 
材料特性有：

–  宽广的温度适用范围，高达-50 °C至290 °C，同时 
特性特征稳定

–  纯度特别高，不含软化剂，具有生物相容性，因此 
天生适合医疗技术

–  具有杰出的机械特性和弹性特性以及超低的压缩 
永久变形

–  高度透明，但是也可染色成半透明至不透明

–  快速交联反应

KraussMaffei的SilcoSet注塑机使您能准确获得这些材

料特性。

LSR的优点：

∙  纯度特别高，不含增塑剂
∙  具有生物相容性，过敏性很低
∙  具有杰出的机械特性和弹性特性

具有高度透明的LSR微结构的菲涅耳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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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装备

标准套装 附加装备

用于连接混合与计量单元的接口 电动驱动的混合动力解决方案

带密封螺杆轴的专用LSR塑化装置 真空制备和泵，包括集成控制系统

浸入式喷嘴、止回阀 (RSP) 和水冷式料筒套 LSR螺栓连接式机组和其他MK解决方案，例如转盘、 
模内旋转或转移技术

大型模具的洁净合模装置 复杂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温度控制点 电动和液压型号系列的全套装备目录

∙ 航空航天
∙ 汽车
∙ 电气电子
∙ 医疗技术
∙ 日用消费品

应用领域：

配有混合与计量单元的全电动PX型号系列。



单组份HTV是固体硅胶，它们在加工前以矩形块的形式存在。加工技术的独特之处在于揉捏式无
气泡处理，给料单元的精良设计为此提供额外保证。

形状稳定性
HTV — 高温硫化优点

过程特性

在HTV加工过程中，确保橡皮泥状料块的无气泡供给非

常重要。这可通过给料单元的充分排气来保障。由于剪

切敏感性，将温度精确控制在45 °C以下以实现无压缩

塑化。然后，排气对于模腔填充以及部件质量具有决定

性的意义。硫化过程发生在165 –190 °C的模具温度下。

高性能材料确保形状稳定性

除了液体LSR硅胶外，还存在固体硅胶  (HTV：高温硫

化)，它们在加工前以矩形块的形式存在。凭借绝缘特

性和更高的形状稳定性，它们特别适合电子行业中的应

用或具有较高机械应力的应用。

固体硅胶的典型材料特性有：

–  绝缘性能非常好，而且导电性可调节

–  形状稳定性、抗切割性以及耐气候性非常高

–  耐火，发生火灾时分解成无毒的燃烧产物

–  优异的介质耐受性，特别耐机油、燃油和冷却剂

–  比液体硅胶成本低

使用KraussMaffei的SilcoSet注塑机，您可以充分利用 
这些材料特性。

HTV的优点：

∙  杰出的介质耐抗性以及老化稳定性
∙  形状稳定性非常高，可承受很高的
机械应力

∙  使用安全而可靠

耐高温型插头衬套



机器装备

标准套装 附加装备

合模装置和机械式防倒转锁以及维顿刮刀 自动给料单元AZ50/100为实现无气泡物料制备已整合到控制 
系统中 (桶容积50或100 l)

水冷式料筒和浸入式喷嘴，针对HTV额外优化的RSP，配有 
合适的扳手组件

Polylift用于AZ的全自动供料，生产不会中断

注压成型和排气回路 模具加热装置的集成式加热电路监控

生产中断后的自动冲洗程序 多样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足够多的温度控制点 大量其他选项

∙ 航空航天
∙ 汽车
∙ 电气电子
∙ 医疗技术

应用领域：

KraussMaffei为HTV加工提供根据材料特性而设计的
注塑机 — 甚至拥有自动给料单元AZ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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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工硅胶，合模装置必须绝对密封并且可靠关闭  —  KraussMaffei通过双模板技术轻松实现  
塑化装置确保高度精确的注射并因此确保最佳的部件质量，通过机器功能APC  plus  (自适应过程控制)  
还能进一步提高部件质量。

满足高要求
自适应工艺控制 (APC plus) 和双模板技术

LSR微注塑成型：

可用全电动PX型号系列高度精确地

制造极小的零件，并且占用最小的

存放区域。伺服电动拣选器SPX全
自动脱模取出微型零件，过程绝对

可靠。在零件重量低至0.03  g的情况

下，APC  plus仍可确保加工过程流

畅自如。

新内容：APC plus助力SilcoSet
KraussMaffei是自主成功开发出APC  plus机器功能的制

造商，这种功能可集成到硅胶制造过程中，能够在考虑

材料特性的前提下补偿任何过程波动。APC  plus可用于

液压、电动和混合动力机器。

补偿批次波动

众所周知，硅胶初始产品具有较大的批次波动，这会导

致材料具有不同的粘度，并因此导致模腔的加注特性发

生波动。APC  plus在加工过程中记录材料的粘度并在注

射时修正加注量。整体来说，过程更精准，部件重量保

持地非常稳定。因此，可借助APC  plus功能补偿可能出

现的硅胶粘连现象。

使用PX25在最小的空间上实现高度精确的微注塑成型 

∙  使用APC plus可确保始终如一的
高部件质量并显著降低次品率

∙  节省空间，闭合特性绝对精确

优势一览：



11

要求严苛的材料需要先进的机械技术。为了能
够过程可靠地加工液体和固体硅胶，精确的温
度控制、高度的闭合特性、可靠的供料和过程
中高度精确的注射都至关重要。

高标准确保高质量
LSR和HTV塑化装置

完美的闭合特性

根据材料要求为SilcoSet工艺开发了专用的止回阀  
它们的特别之处在于，在粘度最低的情况下仍能确保高

度的闭合特性 — 这就保证了高度的可重复性。

高注射重量恒定性

特别是在硅胶加工时，最小的保压压力令高度精确的注

射成为一项挑战。由于塑化装置采用独特地嵌入式设

计，因此可将力直接通过注射活塞集中传递到螺杆上  
这就确保了注射重量的一致性和可重复性。

可靠的冷却

为了防止过早交联，连续冷却确保塑化装置中有稳定的

热条件。从料筒直至喷嘴尖，可以对过程进行精确地温

度调节。

可靠的供料

由于有各种喷嘴可供选择，因此能够可靠地使用所有 
模具。尤其是气动控制的水冷型浸入式喷嘴可确保每次

注射的进料过程都安全可靠。另外，它与模具之间密

封，这就避免了材料泄漏并降低了材料用量。

成熟的同轴注射单元和创新的APC plus确保注射重量的一致性

KraussMaffei开发的止回阀确保了可靠的生产

优势一览：

∙  可重复性和可靠的生产
∙  降低材料成本
∙  稳定的部件质量
∙  灵活使用您的模具



硅胶的材料特性与使用它们的行业一样五花八门。KraussMaffei非常了解这些特性，通过数十年
经验积累的工艺技术和机器技术为您提供支持。

适合所有应用领域
已知的和新增的硅胶加工方法

汽车

连汽车工业也对可以使用硅胶的极端温度范围越来 
越热衷。自粘型适合用作由聚酰胺 (也包括玻璃纤维) 或
其他热塑性塑料制成的盖板上的密封件。HTV也能够 
很好地加工出具有高机械性能的电动机点火电缆。

发动机舱内带LSR密封件的盖板壳：

–  机器：CX 2K与转盘，锁模力1600 kN
– 模腔数量：1 + 1个模腔

– 注射重量：170 g
– 包括自动化设备在内的循环时间：< 1分钟

–  特点：管衬套式转盘；热塑性塑料和LSR构成背负式

组合

电子系统

硅胶五花八门的特性对于电子工业尤其有用。此类 
材料可以导电，直至绝缘。

密封塞：

–  机器：全电动，锁模力800 kN
–  模腔数量：256
– 注射重量：13 g
– 循环时间：16秒
–  特点：  
高扭矩直接驱动配合高精度注射单元，通过简单的 
抽芯编程实现复杂的部件脱模

– 材料：LSR

配有LSR密封件的盖板壳

密封塞：一次注射产出265个零件

优势一览：

∙  完美的机器设计使循环时间更快
∙  尽管加工温度不尽相同，但温度控制精确无比
∙  包括自动化在内的复杂生产单元占据较小的空间
∙  凭借APC plus再次降低了次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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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技术

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是健康领域：适合在洁净室中 
使用的机器例如可生产注射插管、婴儿奶嘴或护理辅助

设备。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正在改善医疗，需求因此 
日增。在繁荣的中国市场，这种增长还受另外两个走势

的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与欧洲一样强烈；另一方

面，年轻用户的出生率上升增加了有机硅产品的使用。

婴儿吸嘴

–  机器：全电动，带洁净室装备

–  模腔数量：8个模腔，21 g注射重量

–  循环时间：25秒钟 — 其中20秒钟为加热时间

–  特点：封闭的驱动装置和封闭式润滑系统确保模具室

无油脂

–  全自动化设备，确保高洁净度

∙  生产达到洁净室等级5
∙  伺服电动驱动，确保高度精确的 
注射重量

∙  通过机器控制系统中的数据组实现
无缝记录

优势一览：

先进而灵活的材料，适合婴童用品领域的所有应用



请从我们的SilcoSet专业知识中获益
优势不言而喻

只有通过集中各种能力才能获得可持续的成功，特别是在硅胶加工等要求很高的应用中。作为最早的
加工机器制造商之一，KraussMaffei在硅胶加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我们还将工艺专业
知识与自己的自动化设备和夹具技术相结合。

过程高度可靠，经过深思熟虑

整体思考是KraussMaffei的SilcoSet技术取得成功的 
决定性因素。注塑过程和自动化设备的全面组合确保了

生产解决方案高效且适合工业应用。我们提供集成了 
机械手和外围设备工位的紧凑型生产单元。这就节省了

存放区域并且能够在结构相同的注塑机上使用。在实践

中，这有利于部件取出和生产步骤联结。凭借我们在 
夹具技术和配套外围设备方面的专业知识，为您开发 
根据需求定制的合适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 尽可能简单

且复杂程度恰如其分。

两侧互换操作

全面的控制方案以及将机械手集成到MC6控制系统中有

利于操作。注塑机和自动化设备的两侧互换操作等性能

简化了生产过程和产品更换。

强大的网络

集中的专业知识是复杂应用取得成功的关键。KraussMaffei
为您提供业内最强大的网络，包括应用技术、项目和技术

管理以及装备先进的配色技术中心。因此，能够不断找到

新的个性化客户解决方案，与供应商和高校的交流保证了

您和我们的领先地位。

∙  减少机器停机时间
∙  非常方便操作
∙  次品明显减少，节省成本
∙  完整执行交钥匙项目
∙  一手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
∙  在硅胶工业中拥有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

优势一览：

通过注塑机操作面板控制自动化设备

通过自动化设备操作面板控制注塑机

机器

自动化设备



15

采用包括伺服电动拣选器SPX 10的自

动化设备确保快速而精确地取出部件

狭窄空间上的质量控制 —  
集成的摄像头系统用于部件检查

公司自有的夹具技术用于高度精确

地揭下壁厚只有0.2毫米的32层薄膜

高效生产高品质硅胶精密部件的完美基础： 
全电动PX型号系列。



我们的全球化专业知识是您的优势
数字化及服务解决方案

客户服务，一触即达！

对客户而言，数字化转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捷  
更容易。通过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数字化及服

务解决方案团队可以让您的生产链变得更加灵活高效  
借此，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整套的客户服务方案。将机

器和过程紧密联系。我们的全球支持是您在本地取得持

续成功的基础。

机械工程领域的独特挑战需要智能解决方案

我们的服务组合方案让您能在机器的整个寿命周期获得

针对您需求的个性化支持。为了满足您的需求，我们 
为您提供各种解决方案，以实现机器的更高可用性和 
更高生产效率。

独特的销售秘诀：技术三次方

KraussMaffei一站式提供行业领先的注塑，挤出和反

应成型三大加工机械技术和解决方案。KraussMaffei
拥有30多个子公司和10多个生产厂以及约570个贸易和

售后服务合作伙伴，业务遍布全球各地。因此，在和

客户及商业伙伴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将提供丰富的业

内专业知识。

更多信息请见：

www.kraussmaffei.com

选择KraussMaffei的机器，意味着您选择了具有高生产效率和可靠性的产品。除了机械设备本身  
KraussMaffei还专注于面向未来的综合性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创新的业务模式以及数字化产品
的组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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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提供多种专业解决方案

KraussMaffei是全球橡塑生产、加工机械和系统的领先

制造商之一。我们的品牌代表着尖端技术，创立至今已

有181年的历史。我们提供的服务涵盖所有领域的注塑  
挤出和反应成型机械设备和技术，这让KraussMaffei在
行业中脱颖而出。凭借我们在标准化和个性化产品、工

艺、数字和服务解决方案方面的创新能力，我们确保客

户在整个增值链上获得持续的附加价值。我们的产品和

服务范围广泛，可以为许多行业的客户提供服务，包括

汽车、包装、医疗、建筑行业以及电子电气产品和家用

电器制造商。

服务遍及全球

KraussMaffei业务遍布全球各地。地图中浅蓝色背景的 
国家由我们的子公司为您提供服务。白色背景的国家和

地区，由我们的贸易和服务合作伙伴随时为您服务。

 
所有联系方式均可在www.kraussmaffei.com上找到



采用SILCOSET加工硅胶
技术与专业知识的紧密关联

kraussmaffe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