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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機 
精密智能注塑節能減耗

ELEKTRON 全電動注塑機

ELEKTRON 全電動注塑機與液壓注塑機相比產品更優，耗能更少。創新的驅動
理念以及承襲 Ferromatik Milacron 豐富工程經驗保証其高超的實用性和節能型。
應用廣泛，可為制品生產企業提供最高的性價比。具有更節能，更靈活，更快
速，更潔淨，更精密，更高效和低噪音等優點。

江陰米拉克龍塑料機械有限公司
 

星火系列重新定義全電機標準的超級旗艦
注塑機

SPARK 星火系列全電機優勝之處包括：1) 兼顧了高射
速與高射壓，能同時滿足薄壁和厚壁製品的工藝需求，
全面適用不同產品；2) 配以高敏動態操控 [Agile Boost 
Control (ABC) technology]，令其較傳統的注塑機控制反
應快 10 倍以上；3) 通過精巧的機械結構設計和供電系統，
配合智能鎖模力修整和智慧鎖模力匹配等控制技術，是目
前市場上最具能源效益及環保的全電動注塑機之一。

震雄集團
 

適用於高負荷 / 高速注塑配置的 J-ADS 中型機系列

為滿足客戶廣泛需求，並實現能在保持高速射出配置的同時進行長時間保壓
的功能對應，特此開發了適用於高負荷 / 高速注塑配置的 J-ADS 中型機系列
的選購配置，並開始正式販售。該方案是在原有注塑專用驅動系統“J's 驅動
系統”的基礎上，既能實現高速注塑，又可延長保壓時間。  

日制鋼機械商貿（上海）有限公司
 

ENGEL Foilmelt 工藝

通過其 foilmelt 技術的發展，ENGEL 推出一種卷軸覆膜的 
IMD 應用，其靈活性前所未有。薄膜、帶面層的多層薄膜系
統以及結構化的背光可從卷軸進行加工。除了 ABS、PC 或 
PC/ABS 等典型材料，PP 也可用於回注。要更改裝飾、結
構和功能，隻需更換卷軸，而不必更換模具。

一台帶有集成 viper 20 線性機械手的 duo 1060/350 注塑機
可生產不同裝飾的三維復雜樣品組件，目標群體特別包括汽
車內飾以及電子和白色家電行業中可視零部件的制造商。

恩格爾機械（上海）
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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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型 5G 智能手機背殼的注塑成型

通過高速射出和高速鎖模壓縮製造薄壁智能手機外
殼的注塑機。利用 V-LINE 射出 . 可塑化裝置在穩定
性、應答性上的優勢，實現了製品的薄壁化、低歪
曲、高轉寫性。通過正確的射出位置、鎖模壓縮位
置控制提高了注塑成型的重複精度。對應 5G 規格
的智能手機與平板設備。

沙迪克機電 ( 上海 ) 有限公司
 

注塑機 
精密智能注塑節能減耗

1000T 二板式水平轉盤對射成型機

泰瑞夢想系列 1000T 水平轉盤對射成型機，針對汽配
產品的多物料、高精密、高標准要求專項設計。水平轉
盤可承載超大重量的模具，且水平回轉的特性也能適應
更多大型模具，可實現對定制化、多樣化、高端化的汽
配模具的完美適配。兩個射台對向注塑，雙物料塑化成
型，完美體現汽配專用機的優勢所在。

泰瑞機器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動化 LSR 雙色成型制造技術

MeHow 推出最新設計的一款高透自粘 LSR/ 塑膠雙色杯
子的全自動化制造技術：1）高透 LSR/ 塑膠雙色制造技
術 2）模內移印工藝 3）透射雕刻 4）自動化全檢 整個制
造系統實現全自動 化管理與運營，
積 極 邁 向 工 業 4.0。

美好創億集團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1200JSeF 化學微發泡注塑機

高速儲能射膠，射速高達 200mm/s，微開位置重複精度小於 +-0.05mm，專用部件和
成型控制滿足高精度發泡需求。

東華機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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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出機及擠出生產線 
換代升級－高產能、減能耗

SHJ-75/44 平行雙螺杆 PET 片材生產線

青島威爾的新型平行雙螺杆 PET 片材擠出生產線，具備以下優勢：

- 採用新型加熱裝置，較傳統加熱方式節能 10%；

- 主機選用平行雙螺杆設計，生產效率大大提高；

- 原料處理採用高效節能的羅茨真空干燥裝置；

- 原料可採用 100% 全回收 PET 瓶片料；

- 三輥裝置採用油氣混合壓力裝置，三工位設計，節省人工，提高效
率。

青島威爾塑料機械有限公司
 

單螺杆擠出片材機組

1) 自動計量上料生產，比國產普通單螺杆設備節能省電 

2) 擠出機配備容體計量泵定量穩壓輸出，設置壓力與速度閉環自動控制 

3) 整機採用 PLC 控制，實現參數設置，數據運算以及回饋、報警等功能的自動化控制 

4) 結構緊湊，佔地面積小，維護方便
汕頭市達誠環保精機科技有限公司
 

可降解片材生產線

該設備可生產可降解片材，應用於食
品包裝、一次性餐盒等，做到易於分
解，保護環境。

張家港海濱機械有限公司
 

STS Mc 配混擠出機

產量大幅度提升的同時獲得產品品質的提高，STS Mc11 以其 11.3 Nm/
cm3 的 比 扭 矩 確 立 了 新 標 準。 與 上 一 代 機 型 相 比， 產 量 最 大 可 提 高
27%，同時由於填充率提高，熔體溫度降 低， 從 而 產 品 質 量
得以改善。 STS Mc11 系列融合了科倍隆 完 善 的 工 藝 技 術 和
質量標準，使用歐洲原裝製造的科倍隆自 主品牌傳動。

COPERION GMBH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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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出機及擠出生產線 
換代升級－高產能、減能耗

Konex 63 錐形雙螺杆擠出機

Konex 63 錐形雙螺杆擠出機配置了歐洲進
口齒輪箱，可以提供高扭矩，高穩定性，
高安靜性的生產條件。型材產量可以達到
250kg/h。同時也對機筒螺杆做特殊的表
面處理，如鍍鉬，鍍硬鉻，雙金屬焊接，
可以極大的延長機筒螺杆的使用壽命。使
用的西門子電機和西門子控制系統，以及
其他電器元件都是常規型。

上海攜晟機械制造有限公司
 

琉璃瓦成型機

琉璃瓦成型機由機架，上下牆板、成型模塊、動力系統、冷卻系統、電
氣控制等部分組成，左右兩邊裝有冷卻風機，外部裝有防護罩，底部有
軌道可以在生產中前后移動 . 琉璃瓦成型機的工藝流程是通過動力系統
和鏈條帶動特制的 20 對或者是 30 對鋁模，對擠出機出的片材，進行壓
制成型，並通過左右的冷風機對樹脂瓦進行冷卻，從而連續不間斷地生
產出合成樹脂瓦產品 . 其中特別要說明的就是鋁模，每個鋁模在底部都
多加了 2 根筋，而且相比較市面上普通的鋁模增加了重量，這樣雖然在
成本上有所增加但是大大提高鋁膜的強度。

杭州寶麗泰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行星螺桿擠出機

恩太思公司所研發的行星螺桿擠出機 , 通過高壓水進行熱轉換
以及通過冷卻通道去改善設備結構 , 使得產品的實際溫度接近
設定溫度 , 從而影響傳熱效果。行星螺桿擠出機不再只用於傳
統 PVC 行業的混合，同時覆蓋了整個複合 / 反應技術。行星
螺桿擠出機的特點是 : 塑化溫和，分散均勻以及低能源需求。

浙江恩太思機械有限公司
 

高效異向平行雙螺桿擠出機

採用“GRAEWEFANGLI”品牌高端配置，確保高效穩定擠出超長
徑比螺桿結構實現了高產量和高品質的完美結合螺桿芯部內循環

調溫系統，降低了維護成本機筒風機冷卻 + 循環水冷卻系統，
適應 PVC-UH 管材多種配方的擠出原裝進口的超高扭矩
異向平行雙螺桿擠出機齒輪箱。

寧波方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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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塑機及熱成型機
新式機種造就高增值產品

AL 系列注拉吹成形機

AL 系列機型的開發使容器成形進入革命性的發展，壓倒
性的高速脫模成形周期，大量生成所有原料的可塑性、
靈活性，改變了以往到現在為止的機型選定標准，不僅
機器模具等的首次投資成本，也實現了生產成本的大幅
度降低。

青木固（佛山）塑料研發有限公司
 

吹貼灌旋系列

1. 產 能 48000BPH； 吹 貼 灌 旋 一 體 化 布 局，
與傳統生產線相比節約空間 20%~30%，省
去貼標機前端無壓力輸送、瓶身風干系統
等設備；

2. 生產效率高，整機效率 98% 以上；

3. 採用達意隆最先進的節能技術，節能降耗顯著：高壓氣節
省 40%~55%，耗電節省 25%~35%。

廣州達意隆包裝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一步法射出延伸吹塑成型機

注吹瓶機可產制 PET、PETG、PC、RPET、TRITAN、
PLA、PP-SU 與高透明 PP 瓶，對於化妝品用的厚度
3mm/ 透明 PET 瓶也已經開發完成。模具定位均採
用伺服控制器，並附有瓶胚剪尾裝置，以求產品之完
美。射出延伸吹氣制程，可有效降低瓶重，減輕原料
成本。亦開發出按鈕式，不裝卸
模具任何一根螺絲。

荃葳工業有限公司
 

四工位•一步法拉伸吹塑成型機能提供無限商機

無論市場重點是可持續的 100％可回收材
料來保護地球、先進的物理特性、多樣
的形狀和應用，還是極高的質量和效率

的 追 求，ASB 一 步
法四工位注拉吹塑
成型方法配合 Zero 
Cooling  ( 零 冷 卻 ) 
技 術 都 可 滿 足 每 個
要求。

ASB 系 列 可 生 產
小口或廣口瓶以
及除了 PET 之外
也 能 使 用 20 多
種 不 同 的 塑 料。

同時在容器設計上提供了極大的靈活性，包括可攜式，非圓瓶口，
偏中心和傾斜瓶口，優質的“仿玻璃”化妝品或節省空間的可堆
疊容器。

特別定制型號還配備特殊專用技術，例如雙層或多層成型，提供
優越美觀或先進功能的品質。

所有型號均具有致力於節能的特點，可進一步保護地球資源同時
為用戶帶來更高的盈利。

日精 ASB 機械株式會社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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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三四工位塑料熱成型機

先進型瓶蓋模壓機

民峰超高速瓶蓋模壓機由皮帶和意大利邦菲力傳動，
採用先進的技術無油閥與液壓油直噴系統，並且一個
油泵隻有一個電機，非常節約電耗。 一共有 16 到 48
腔根據不同的產量來選擇。

台州市黃岩民峰瓶蓋機械廠
 

吹塑機及熱成型機
新式機種造就高增值產品

環境友好的新型壓空真空成形機

FJ 壓空真空成形機，搭載了快速反應加熱器，從常溫加熱到
600℃隻需 10 秒鐘，通過對加熱體表面溫度的檢測來控制加熱器
的溫度，比以往提高加熱精度實現更省電更穩定的成形。另外，
成型工位的軌道擴大裝置，可以滿足懸垂量大的材料。PJ 裁切機
採用激光刀模具降低模具費用，而且可以從側面更換模具，為客
戶縮短准備及作業的時間。

FJ 和 PJ 都採用觸摸屏式數字設計和 AC 伺服電機驅動，可實現
高速穩定的生產。成形和裁切面積也適合中國的擠出機模頭寬
度，適用於多種類小批量生產。因為成形和裁切是分體式，有效
的防止了收縮大的材料的切偏問題。

株式會社淺野研究所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離線熱成型機

輥式上料機型，三個工作站實現成型切割，配有模切刀模和後續成品堆垛。適用於廣泛塑料材料比如 HIPS、
BOPS、PP、PET、PVC、PLA、MATER BI 等等的成型。成型循環通過壓空和 / 或真空操作。

COMI SPA
 

DH520-3 /DH680-3 全 自 動 正 負 壓
熱成型機、集成型、沖孔、切邊、
堆疊工序為一體。採用全伺服驅動，
上下模可調節，操作簡單，運行平
穩，維修方便和性能穩定，適用於
片 材 PP、PVC、PS、PET， 廣 泛 應
用於生產塑料托盤、塑料盒、塑料
蓋等包裝制品。

瑞安市東航包裝機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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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及製袋技術
智能設備 配合新型高功薄膜及高速製袋工藝

智能溫控高速全自動流延膜生產設備

新機型滿足了客戶對機器高速高產、節能、全自動化、節省
人工等要求。生產的纏繞膜，具有拉伸性能好，抗穿透性
強，透明高等特點，應用於外貿出口、五金、食品醫藥等行
業的托盤包裝。優點：1) 最大機械設計線速度 :500m/min；2) 
真空吸邊自動回收裝置，不易斷邊，收卷斷料穩定，保証生
產，不受收卷線速限制。3) 計量泵傳感技術，精准控制機
組擠出壓力，實現了線性擠出，提高薄膜性能。4) 採用意
大利“杰弗倫”智能溫控系統，操作界面簡單方便；智能化
啟動機器預熱，節省能源；可實現遠程監控，具有在線診斷
和修復功能。

昌龍興科技 ( 深圳 ) 有限公司
 

DSX Flexpack 300S/T

戴維斯標准有限責任公司開發出用於軟包裝的擠出涂覆復合
機，滿足本行業軟包企業或地區、全球終端用戶的需求。
dsX flex-pack  300S 集成本小、操作靈活、產品轉換周期
短於一體。同時又秉承了戴維斯標准在包裝行業中的設計能
力和競爭優勢。

1) 有戴維斯標准的高端技術，佔地面積更小，價格更適於亞
洲市場

2) 設計特性包括降低產品不穩定性及提高產品質量
3) 可快速而頻繁更換生產產品，增加生產時間及產出，以滿

足市場需求
4) 更少的廢料和更低的整體成本—以幫助客戶優化生產成本

戴維斯 - 標准有限公司
 

卷對卷鍍膜技術用於柔性電子和窗膜

新式卷對卷工藝滿足了迅速發展中的市場對柔性電子和先
進光學行業的多樣化需求。移動設備與“物聯網”正在推
動柔性電子、射頻識別 (RFID)、生物醫學設備和電池的增
長。觸摸屏正在從玻璃底玻璃基板轉向卷對卷 (R2R) 塑料
基膜，提供真正柔性、可彎曲、可折疊及可卷曲的顯示屏。
而且，先進的窗膜也正在被應用於建筑物和汽車，以有效
降低能源消耗。

應用材料公司
 

五層共擠吹膜機

漢王五層共擠吹膜生產線擁有 Ф550 模頭搭配 KING COOL
自動風環、IBC 系統及中心表面間隙卷取裝置，厚薄均勻達
2 sigma 4% 以內，配備最大產量每小時
800 公斤。

此五層復合膜結構配比 1:2:4:2:1，
原料配方使用上更靈活，達到減
薄降成本及功能變化多元的市場
優勢，適合用於食品包裝、醫療
用品、電子、工業及化工產品軟
包裝等應用。

漢王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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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及製袋技術
智能設備 配合新型高功薄膜及高速製袋工藝

高速三邊封自立袋拉鏈兼用制袋機

4 台伺服驅動器（薄膜進給驅動 3
台 加熱器上下驅動 1 台）最大制袋能力（切刀速度）； 

240 次 / 分 4 列 =960 袋 / 分（帶三邊封制袋時） 240 次 / 分 2 列 =480
袋 / 分（帶自立袋制袋時） 150 次 / 分 2 列 =300 袋 / 分（帶開閉條制袋時）使用戶谷獨有

的水冷式開閉條熱封板，不但可以實現三邊封帶開閉條的自立袋，而且熱封面十分美觀。 以伺服驅動控制 3 處
薄膜進給輥機構，採用 4 台伺服截面驅動，可安心進行高速制袋。本機型有著 2 刀切控制系統，切刀上下伺服驅動等豐富的
任選裝置。 

大連戶谷技研工業有限公司
 

智能型自立袋帶拉鏈 250 刀 / 分

區別於市場所有通用型制袋機，採用無主電機聯杆
結構設計，每個單元由單獨電氣系統進行智能化操
作，所有制袋數據自動採集便於后期同款生產提
取，減少調試時間及調試產生的廢品，此機型最高
速度是 250 節拍每分鐘，比傳統制袋機器提升近
150% 的工作效率，並且配套全智能理袋機器，實
現智能化剔除廢品，自動整理成品袋及捆扎，減少
50% 的工作人員及人員操作失誤造成的損失，為
5G 智能工廠提供解決方案。

堃潤機械（上海）有限公司
 

熱封冷切（脈沖式）制袋機

熱封冷切（脈沖式）制袋機適用於生產厚（從 0.080 到 0.200 毫米
單面）HDPE/LDPE/PP 材料制成的包裝袋，如海鮮包裝、貨物頭罩
和原料包裝。薄膜送料由伺服電機控制，以達到長度精度。切割
裝置是由伺服電機控制提供統一的切割與 multi-web 大多數指標和
膜。

泉州市東龍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SA-V 高速製袋機

SA-V 高速預製袋製袋機經過精心設計和製造，具有靈活性，技術
先進性，易用性以及能夠生產多種高質量產品的能力。 SA-V 機器
完全配備了西門子組件，並且完全由基於 Bus Profinet 的最新 HMI
控制。SA-V 提供四種不同的密封寬度：650 毫米（25.6），950
毫 米（37.4），1250 毫 米（49.2） 和 1550 毫 米（61）。 可 以 生
產以下產品（根據所選配置）：2 個側面密封袋； 3 個側面密封袋； 
站立式 / 背包袋 ; Doypack 底部已插入； 側扣袋 ; 中心密封袋。

ELBA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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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設備
高效益、降成本的智造方案

高性能注塑成型專用可編程控制器

提供完整的開發工具 ( 可編輯畫頁、PLC) 可滿足高性能注塑機的需求。 系統採
RISC 140MHz 微處理器，具高速、抗雜訊、免風扇及低功耗等特性，且可閉環控
制達 1~2ms。人機採免電池 MRAM 記憶當模參數可避免資料遺失，且可用一般隨
身碟 (USB) 更新或備份成型參數。

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METRO G 顆粒料中央輸送系統

吸料器可根據客戶生產需求的變化而調節。摩丹的所有吸料
器都採用完全模塊化設計，以滿足不同產量及其他需求。此
外，摩丹吸料器不僅擁有多種容量不同型號，還提供了多種
尺寸的進料口和出料口，以精確匹配不同產量和輸送距離要
求。大部分吸料器均有玻璃或不鏽鋼兩種材質的料桶可供選
擇。輸送系統適用於各種特殊需求。

摩丹卡勒多尼塑料機械有限公司
 

戴爾麥克機械手應用於卷料、桶及袋子的
搬運

戴爾麥克機械手能夠達到最大至 1500kg 的負載，一旦負
載達到平衡狀態，操作者無需操作操縱杆或按鈕搬運負
載，操作人員隻需很小的力量，然后可在任意地方保持負
載並搬運將其精確釋放在需要的位置，在此過程中，可根
據客戶的要求對負載執行翻轉動作。既減少了勞動強度，
又增強了安全性和生產率。

戴爾麥克工業機械（蘇州）有限公司
 

具高計算能力的超緊湊型
工業 PC

從第一款超緊湊型工業 PC C6015 
推出至今，該系列憑藉其對空間需
求低、通用性強及安裝靈活等特點
在 市 場 上 取 得 極 大 成 功。 C6017 
具 有 更 多 接 口， 並 集 成 了 一 個 
UPS。 C6030 主 要 用 於 對 性 能 要
求更高的複雜應用。除了用家所熟
知的優勢之外，該系列 PC 還具有
極高的計算能力：搭載第六代和第
七代 Intel Core i 系列處理器，最
多 四 個 處 理 器 核， 每 個 處 理 器 核
的速度最高可達 3.6 GHz。此外，
C6032 比 C6030 配備的接口更多。

德國倍福自動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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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節能真空干燥機

ULTRA 節能真空干燥機，具有以下優
點： 

1) 真空干燥過程：無再生過程。 
不增加能源消耗。

2) 無需額外的風機 / 加熱裝置：
節能。 

3) 低維護：無需計劃維護要求。 

4) 小型料斗：更少的物料，更少
的能源。 

5) 全方位高效。

美鍇機械亞洲私人有限公司

自動化設備
高效益、降成本的智造方案

微量配方自動計量系統

多用於單一物料重量 1kg 以下，若增大入料攪拌桶也可
用於 5kg 以下原料計量，根據不同物料特性配置不同的
供料方式，如螺旋供料機或皮帶輸送機、復秤校驗機制，
發現異常自動排除當前的計量料桶，降低原料損失， 
選擇 PC 版控制系統，具備更為豐富的擴展功能，
便於進行信息化升級。

正將自動化設備 ( 江蘇 ) 有限公司
 

專門為每一家熱成型客戶量身打造的製程控制
軟硬件系統

TOOL VISION — 專 門 為 每 一 家 熱 成 型 客 戶 量 身 打 造 的 製 程
控 制 軟 硬 件 系 統， 通 過 在 用 戶 的 熱 成 型 機 器 和 模 具 上 安 裝
TOOLVISION 系統，可以做到熱成型製程溫控，壓力，片材厚度
變化過程，品質成因的全過程監控，從而告訴操作人員進行實
施改進，從而是熱成型過程全部未知變為透明化—改進品質提
高利潤。

德國 TOOLVISION 公司
 

真空除濕干燥機

1) 真空除濕機比傳統干燥機平均要快 6 倍。可
節省 50%~80% 的能源。不用除濕轉輪或分
子篩等添加劑和冷卻系統，進而達到環護減
廢效果。 

2) 不會因油或塑料中添加的阻燃劑而導致干燥
機損耗及冷卻器阻塞。

3) 應用於各行業的塑膠原料、皮革箱包、片材
等的除濕材料，例：PC, PE, PET, PVC 等。

東莞市日進鑫塑膠機械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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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設備
高效益、降成本的智造方案

AGX-V 電子式萬能材料試驗機

新推出的 Autograph 即是 AGX-V 系列，高剛性框架、多處
理器、進行高速採樣和高精度自動控制、智能橫梁、行程限
位開關、配有安全防護罩實現高安全性、搭載先進用戶界面
的智能控制器、通過直觀操作支持創建試驗條件和數據處理
的軟件。

島津企業管理（中國）
有限公司
 

用於測量薄膜及片材的 XT11 系列探頭

不僅可測量輕質材料，如塑料薄膜，片材等克重及厚度；更能實現對
填充料的測量。如在材料中添加了碳酸鈣，二氧化鈦，硫酸鋇，思肯
德 XT11 系列探頭可以發揮有效的作用。在添加了該類填充料后，不
但可以測量材料整體克重及厚度，也可對填充料的克重，以及在該材
料中所佔的比重進行針對性測量。就目前市場情況來看，該功能有較
好發展前景。 該系列探頭多用於：復合膜生產線，雙向拉伸膜生產
線，以及電池隔膜或者陶瓷涂布生產線。

廣州思肯德電子測量設備有限公司
 

總遷移量測試儀

Auto 總遷移量儀 ZF1800 適用於以聚乙烯、聚苯乙烯、聚
丙烯、過氯乙烯樹脂為原料制作的各種食具、容器及食品
用包裝薄膜、罐頭或其他各種食品用工具、管道等制品在
不同浸泡液中的溶出量的測定。通過蒸發殘渣的測定，進
行浸出指標的分析，滿足產品應用的不同需求。

廣州標際包裝設備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FARO 8 軸 Quantum FaroArm V2 和 
ScanArm V2

最新 8 軸三維測量臂解決方案 FARO Quantum FaroArm 
V2 和 ScanArm V2 具有非接觸式激光掃描功能，可在極
端溫度、車間和移動等各種工作環境中運行。從航空航
天、汽車、模具、電力及能源行業，再到建筑和文化古跡
保護，FARO 能夠為各行業提供三維解決方案。

法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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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回收機械
提供更多可循環方案

陶朗 INNOSORT FLAKE 瓶片分選設備

INNOSORT FLAKE 瓶片分選設備採用了陶朗成熟的近紅外
(NIR) 檢測技術及飛光掃描技術，能夠根據顏色和材質剔除
PET 瓶片中的各種雜質，包括同色但不同材質的雜質，如
PVC、PP、PE、PA、POM 等，並能夠有效去除 4mm 以下瓶
片中的雜質，顯著提升分選
效率和產能，同時確保較
高的分選純度。

陶朗分選技術（廈門）
有限公司
 

DGF 系列 - 薄膜、瓶子專用 
粉碎機

DGF 系列粉碎機是專為薄膜、小中空瓶和 PET 瓶子特別
設計的一款機型。根據不同物料形態特點，可以設計針
對性的轉子結構，達到最優的破碎效果。產量相對是普
通粉碎機可以提高 20%-40% 左右。該機型具有造型美
觀，可靠耐用，性價比高特點。 適用物料：DGF 系列適
用配套清洗線濕粉和普通干粉，物料主要包括薄膜、PET
瓶子和小中空類瓶子等。

無錫帝格曼環保科技有
限公司
  

PET 瓶到瓶再生顆粒系統

高效的最新回收解決方案，由於前端的真空技術，末端的 SSP 增粘
技術，配合艾斯瑞特 PET 特制的造粒擠出機可使得最終成品的 IV
數值達到要求，並且將這個數值能夠穩定的保持下去。即使在前端
的餵料過程中，有出現原料參差不齊的 IV 值、含水率等，經過可靠
的機器也可以使最終成品保持在合理的、設定區間內的合格 IV 數
值，質量穩定，產能穩定，安全可靠。可保持穩定的 IV 值輸出，用
於進一步的下游加工成型，例如拉伸吹塑制品，在新瓶中最高可達
到 100% 瓶到瓶的技術。

江蘇艾斯瑞特機械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克勞斯瑪菲雪絨花循環經濟 
共混改性技術

克勞斯瑪菲研發的雪絨花循環經濟共混改性技術，
旨在為塑料的循環利用提供閉環解決方案。適用於
各類廢舊塑料的回收以及改性造粒，包括 PE (HDPE, 
LDPE、LLDPE)、PET、PA 等各類高分子材料，其主
要優勢是能讓回收的廢棄塑料在線改性，不需要兩
次造粒，避免更多物料性能損失，同時大幅提高成
本效益，使回收材料對回收企業和塑料製造商更具
吸引力。

上海克勞斯瑪菲機械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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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機械
提供更多可循環方案

高效能 PVC 脫標機

擁有專利的寶綠特高效率脫標機徹底解決在 PET 瓶回
收中的熱收縮標籤問題。新型脫標機全面升級設備主體
結構 , 設備刀片結構採用組裝式，特殊設計的機構可以
讓更換備件的時間縮短到最小，專利設計的脫標機刀片
具有長使用壽命和高速的全包覆瓶和變形瓶的脫標效
率。脫標率約 95%，破瓶率約 5% 以內，使用壽命可達
1000 噸。

浙江寶綠特環保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全自動低溫塑料細化磨粉機

1) 研磨室內部經過不銹鋼包覆處理，確保粉體的潔淨度及減少換料
／換色清機的時間和物料交叉感染的風險。

2) 盤採用獨特的水冷設計，極大地降低研磨時產生的熱量。

3) 精密的刀盤溫度控制系統，減少磨粉室因材料熱變形溫度低導致
的溶膠黏刀停機的機率。

4) 持久的刀盤壽命，大大降低刀盤需要翻磨的成本。

5) 優越的粉體質量。

6) 工藝及參數可經 PLC 和触摸屏控制和監測。

偉力塑料機械 ( 香港 ) 有限公司
 

三合一塑料回收機

造奕的塑料回收造粒機有三種基本類型：料斗進料型、三合一型與側擠
壓進料型。料斗進料塑料回收機專為處理塑料硬料碎片；而三合一塑料
回收機特別適合處理輕薄柔軟的塑料碎片或薄膜。側擠壓進料式塑料回
收機可適用的原料不限硬料或軟料，粉碎後的回收料由側進料螺桿送入
押出機。造奕所有回收造粒機的標準機型均配備模頭切粒裝置與振動篩
選輸送台。

造奕開發機械有限公司
 

破碎押出回收造粒機

破碎機結合押出機，大原料尺寸
材 料 可 直 接 投 入， 因 入 料 速 度
快，生產量也相當大，可應用在
許多不同材料。

久鼎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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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QD-CB 系列高速電腦分切 / 高
效薄膜廢料回收機

本 機 型 適 合 分 切 PE、TPU、BOPP、BOPA、
PET、CPP、CPP/AL、PET/AL、BOPS、PP、 
PVC、鋰電池隔膜、PCB 干膜等各類塑料薄膜
材料，分切機上的所有導輥都是主動輥尤其適
合微張力薄膜的分切復卷，速度 400 米 / 分鐘。
另：公司還提供專業定制分切機服務。

佛山市洪峰機械有限公司
 

預加工、后加工及其他加工設備
更精確及環保高效的新機種

高性能纖維卷繞機

應用：芳綸，PBO 纖維，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纖維，聚酰
亞胺纖維，高性能陶瓷纖維 該卷繞機針對高性能纖維的
收卷而設計，結構新穎，能最大程度減小纖維在卷繞過程
中的摩擦，避免損傷纖維；機器更可靠、維護保養更少 。

優勢：1) 高品質的紗錠 2) 直接進絲口無需通過壓輥轉向
避免傷絲 3) 壓輥壓力和紗線張力可調可控（機械）4) 電
子輸入存貯所有卷繞參數，快速有效切換紗線品種 5) 報
警系統（斷紗、紗錠直徑）6) 最少維護保養費用。

賽奧機械（廣州）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阿特拉斯 CW1040 系列分切復卷機

新一代阿特拉斯 CW 系列平台現已覆蓋 2.5 米至 10.4 米幅寬，更高效率與產出，更佳收卷質量，更低噪音及更有效的操
控系統。新型阿特拉斯 CW 系列還包括以下新功能：無線收卷臂定位、切刀自動定位。牽引輥筒直驅化、高速運行時基
材張力更精准地調控，產速達每分鐘 1500 米。

英國阿特拉斯公司
 

HSS500 全新高速二合一無溶
劑復膜機

全 新 升 級 的 HSS500 型 無 溶 劑 復 合 機， 全
新工業設計機械速度 550m/min，復合速度
500m/min，運行精度更高。全伺服電機驅
動；運行控制系統，更環保高效。可達至高
效率高精度的生產過程。

廣東恆生彩印有限公司機械分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包裝 汽車 電子信息及電器 醫療 建築 航天、航空、軌道交通 新能源 運動日用化工LED照明食品飲料 17



預加工、后加工及其他加工設備
更精確及環保高效的新機種

熱風自動焊接機

水墨高速電腦套色凹版印刷機

水墨印刷機在保証高性能的同時，又解決了生產過程
中收到刺鼻油墨氣味的困擾，在操作環境上更勝
一籌。 1. 自動套色系統各控制單元獨立配置微處
理器，可迅速准確的修正套色偏差。2. 主機變頻
調速。3. 採用熱空氣能加熱。4. 採用環保型水性
油墨，無污染。

浙江方邦機械有限公司
 

高速凹版印刷機

水墨凹版印刷機、最高機械速度 800m/min。

大連奧特馬工業有限公司
 

塑料杯印刷機

S8600 是一款 8 色高速 600 隻杯 / 分鐘 印杯機，具有先
進的智能化控制系統和多種實用性功能，使操作更加便
捷，更省人工。融入了模塊化的設計理念，在實現高速、
高穩定和高精度印刷的基礎上，保留了更多的升級空間，
可以滿足客戶不斷發展變化的生產需求。更適用於目前新
型材料聚乳酸環保材料 PLA 產品恆溫生產要求。

蘇州三彩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萊丹 SEAMTEK W-900 AT 是一台採用 LEISTER 創新
型熱楔技術的焊接機。無需預熱，在開始焊接的同時
熱楔會立刻升溫。焊接效果卓越，平整、精確的接縫
減少了敏感材料褶皺和起皺紋。適用於工業織物、篷

布和廣告橫幅等行業。

萊丹塑料焊接技
術（上海）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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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
先進冷流道及熱流道提高制品質量

汽車車燈，內外飾件熱流道系統

針對這類產品的生產在生產工藝上面做出了顛覆性的改革，
早期的生產為澆鑄或者單穴模具注塑，產量低，廢品率高，
原材料浪費極大。針對材料的生產特性好特斯研發出了閥
針式冷流道系統，目前已經做到 16 穴模具全自動生產，無
廢料產生。此冷流道系統，流道板，閥針以及噴嘴內植入自動冷
卻控制系統，可自動調節流道內的溫度，避免流道固化而不能持續
生產。

蘇州好特斯模具有限公司
 

ThinPAK 系列——新型薄壁包裝熱流道系統

ThinPAK 系列是業界最新的熱流道系統，
專門為生產高品質薄壁包裝產品而設計。
ThinPAK 系列採用全新的 MasterSHIELD
技術，具有高強度和耐久性，可在
高達 2800 Bar 的高壓應用環境中
完全可靠地實現模塑成型。它能與
PP、PS 等樹脂兼容。 創新的採用
新型 ThinPAK 系列噴嘴、分流板、
新型 MasterSHIELD 技術和 焊加熱
絲技術 , 維修便捷、高效節能的同
時，其精確的過程控制和可靠的防
漏膠保護，精確的加熱平衡和超高
的壓力極限，在高壓薄壁的產品應
用時表現出色的性能。

馬斯特模具（昆山）有限公司
 

熱流道系統，冷流道系統

君特熱流道系統是根據客戶要求單獨配置
的。定制系統經過優化，可用於處理高精度
填充或阻燃熱塑材料。提供各種開放式熱流
道熱嘴、針閥式熱嘴、單噴嘴和系統噴嘴。
這可以與分流板結合使用，或者額外選擇熱
半膜。此外，產品范圍包括冷流道系統、精
確匹配的控制技術、澆口套、電氣連接和附
件。

君特注塑系統（上海）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模具修補機，精密激光焊接機

1. 模具修補機：不用拆卸模具，直接在注塑機上對模具分型面出現
的缺陷部位進行快速、精密堆焊修復。適用於大型（汽車、家電
類）塑膠模具廠。 

2. 精密激光焊接機：適用於精密塑膠模具、五金模具、鑄造模具等
的修補和焊接。

上海拓克能模具技術處理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高速凹版印刷機

水墨凹版印刷機、最高機械速度 800m/min。

大連奧特馬工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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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塑料、工程塑料、高性能特種材料
不斷改革的性能為創新產品設計開路

Grivory HT 高耐水解

Grivory HT 高耐水解規格是 EMS-GRIVORY PPA 產品線的最
新一員，為在高溫環境下提供了更卓越的耐水解性能。優勢
包括：

- 最高的耐水解性能 

- 出色的熔接線疲勞強度 

- 可靠的長期使用性能 

- 滿足應用於電子電氣的熱穩定體系

艾曼斯（蘇州）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均聚聚甲醛 H100

針對汽車和電子電器行業，KEP 帶來了新的
均 聚 聚 甲 醛 材 料 -KEPITAL H100。 第 一 次
成功通過共聚聚甲醛生產系統生產出均聚
聚甲醛。模垢少的特性使客戶節約大量的清
理模具的時間，並提高生產效率，能減少厚
壁部件的空洞和改善流痕和填充不足等外
觀問題。具有優異的熱穩性和更低的 VOC
水平。

韓國工程塑料
 

贏創高性能聚合物

贏 創 高 性 能 聚 合 物 產 品 組 合 包 括 VESTAMID 聚 酰 胺 系 列， 還 包 括
耐 化 學 的 透 明 聚 酰 胺 TROGAMID 和 用
於 復 雜 的 摩 擦 學 和 高 溫 應 用 的
VESTAKEEPPEEK。 贏 創 功 能 助
劑 和 過 程 助 劑 可 為 汽 車、 包
裝、電子、電線電纜、消費
品等行業提供定制方案。
滿 足 塑 料 回 收、 塑 料 薄
膜、阻燃塑料、電動汽車
領域的特殊要求。

贏創
 

零件减重及表面保护新技術

RTP 公司將於展會重點介紹長纖維增強塑
料，它可以替代高成本高重量部件，與短纖
尼龍化合物相比，可以節省高達 15% 的重
量。此新型表面保護複合物技術能夠抵抗划
痕、磨損和損傷，從而減少加工過程中的表
面質量問題，並可以省去防護塗層等二次加
工工序。

安特普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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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塑料、工程塑料、高性能特種材料
不斷改革的性能為創新產品設計開路

AKXY POD 

AKXY POD， 舒 適、 安 全、 安 心，AKXY 
POD 是 旭 化 成 次 世 代 車 內 空 間 的 設 計 方
案，乘坐 AKXY POD，你將通過五感（觸
覺、視覺、聽覺、嗅覺），充分感受未來
的車內空間設計。 AKXY POD 不僅展示了
汽車和材料，更展現了乘員與自然的和諧
共存，充分展示了旭化成“與環境共存”
的願景。

旭化成
 

薄型化小型化的電子元件和
連接器市場的 LCP 材料

近年來 IOT 的使用和 5G 的實際運行，在汽車領域，家電
OA 領域對 LCP 的研討和採用也日漸增多。在研討和採
用的過程中，使用 LCP 材料會出現氣泡則成為問題的焦 
點。LAPEROS LCP 開發等級 (E463, E463i)，與原來的材
料相比，已證實其具有顯著的抑制氣泡的作用，並且是
可以提高生產率的材料。在 LCP 被大量採用於連接器那
樣的厚度有變化的部件中，階梯式不穩定界面的形成決
定了擴張流動的大小，這對材料的膨脹特性 ( 膨脹現象 ) 
有很大的影響。本公司基於該知識，開發出了能抑制因
厚度突變而產生氣泡的等級。

寶理塑料
 

超高韌性聚苯硫醚塑膠粒子

東曹株式會社 開發了高性能特種工程塑料 PPS（注冊商標
SUSTEEL），具有優異的機械強度，同時和模具的兼容性良
好。  特性如下：1）高熔接強度。2）非常優異的耐冷熱循
環沖擊。 3）低廢氣排放、低模具污染。通過定制 PPS 樹脂
成分、調整配料以及工藝改良，東曹 PPS 的機械強度得以大
幅提升。

東曹株式會社
 

碳納米管

碳納米管是一種具有一維結構的碳同素異形體。

CNT 具有較高的機械強度，良好的導電性能，較大的表面積
和良好的導熱性能。主要應用是鋰離子電池，導電塑料和柔
性加熱片。

LG 化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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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塑料、工程塑料、高性能特種材料
不斷改革的性能為創新產品設計開路

PCR/ 多功能網絡儲存服務器系統盒

多 功 能 網 絡 儲 存 服 務 器 系 統， 最 大 的 特 征 是 使 用 了 35% 
Post-Consumer Recycled (PCR) material，而對於 PCR 材料
的使用，體現了奇美對循環經濟的重視與貢獻，以及奇美的
企業社會責任。奇美的 PCR 系列規格可應用到這個產品中符
合 ISO 14021（環境標志）的精神。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霧面級 ASA

ASA 相較於 ABS 可改善 ABS 易受紫外線或熱
的作用而氧化劣化的缺陷，為提升戶外使用性。
本部開發之霧面級 ASA 樹脂，可克服戶外使用，
所造成物性降低問題，不僅在耐候性及耐熱性
上均優於 ABS 樹脂，且在成型性、物性皆可達
ABS 水平，使應用范用更加廣闊。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微發泡系列 PP

蘇州潤佳的聚烯烴發泡材料，分為滑石粉填充、玻璃纖維填
充、純聚丙烯樹脂三大類型 , 可以滿足不同主機廠的技術要
求，可用在汽車內部功能件以及表觀要求的皮紋件，可減輕
塑件縮壁等，縮短成型周期，應用於門板、塑料尾門、儀表
板前沿飾板、儀表板骨架等各種汽車部件中。使用開模發泡
工藝，綜合減重可達到 30% 左右。

蘇州潤佳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及冷／熱水管用 PP

PPDH PU 的 PP 品 牌，TOPILENE 通 過 hypol 和 unipol 方 法
提供多種產品，包括均聚物，嵌段共聚物和無規共聚物 . 特
別是用於生產冷 / 熱水管的 R200P 正在引領全球市場。

曉星化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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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合及增強纖維或材料
突破塑料應用的極限

史上第一艘 3D 打印帆船

史上第一艘 3D 打印帆船 由意大利 Ocore 為橫渡大西洋
Mini Transat 6.5 帆船比賽所設計：

- 材料：LUVOCOM 3F 碳纖維增強的高溫聚酰胺材料 
- 優化直接擠出型 3D 打印 
- 高 Z 軸強 
- 無翹曲 
- 輕量化

雷孚斯（上海）化工貿易有限公司
 

新和成特殊牌號的 PPS/PPA 樹脂

1) 合金級 PPS 樹脂：結晶溫度高，加工注塑周期短、
生產效率高，用於汽車、電子電器領域。 

2) 擠出級 PPS 樹脂：分子量高、分子量分布窄，用於
生產 PPS 單絲、板、棒、管材、膜等產品。 

1) 低氯級 PPS 樹脂：滿足環保對鹵素含量要求，用於
電子電器領域。 

4) PPA(6T)：吸水率低、耐高溫和尺寸穩定性。

浙江新和成特種材料有限公司

聚苯硫醚

聚苯硫醚具有耐高溫、耐輻射、耐腐蝕、阻燃、電絕緣以
及良好的機械性能等優點。被廣泛用作耐酸、鹼、有機溶
劑和耐高溫、耐磨損的過濾織物、造紙用針刺氈、各種防
護布、電絕緣材料、電解隔膜、特殊用途的電纜包覆層以
及防火織物、特種墊圈和耐輻射材料等，也可將單絲或復
絲織物用作除霧材料，還可以與炭纖維混織作為高性復合。

重慶聚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增強熱塑型短切紗（玻璃纖維）

CPIC 短切紗分為熱塑短切紗、BMC 用短切紗和水拉絲。從用途上可分為增強熱
塑性塑料（如 PA、PET、PBT、PC 等）和增強熱固性塑料（如酚醛樹脂，不飽
和聚酯樹脂等，一般用於 BMC 工藝）以及其他用途（如水拉絲是濕法薄氈用基
材）的短切紗。CPIC 生產的增強熱塑型短切紗規格齊全，適合各種通用的工程
塑料應用。

重慶國際復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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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塑料
環境友好  快速降解

稻殼纖維竹纖維生物基原料和 PLA 生物降解原料

谷之源生物基材料主要包含竹纖維，稻殼纖維和全降解 PLA 聚乳酸
原料。竹纖維和稻殼纖維原料在使用過程中大大降低了石油基塑料的
使用量；而 PLA 是由玉米等植物
發酵得來的乳酸聚合而成的
生物基可降解環保樹脂。
生 物 基 材 料 以 低 碳 環
保，可生物降解，回
收再生和應用廣泛
等特性成為符合市
場發展需求和各國
環保要求的新型材
料。

浙江谷之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全生物降解樹脂及產品

100% 全降解產品，並先后獲得歐盟 EN13432、OK-COMPOST、HOME-COMPOST、美國 BPI、澳洲 AS4736 等多
項國際權威認証。 具體產品包括：PLAT 共聚物樹脂，全生物降解改性樹脂，各種類型購物袋、垃圾袋，全降解地
膜、育苗杯，汽車內飾纖維材料等。

江蘇天仁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可生物降解 PLA

它由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和特殊的添加劑制成，取
決於最終應用。它可用於擠出，熱成型，吹膜，注
塑和吹塑。可生物降解的塑料來自可再生資源或石
油基。它可以克服環境問題，當前的常規塑料需要
300 年才能完全生物降解。它可以在工業堆肥條件
下於 6 個月內完全生物降解，並轉化為水和二氧化
碳。 因 此 可 成 為 循 環 經
濟的解決方案。

都一
 

在受控和非受控條件下可生物降解

Spectabio T 級別是基於天然脂肪族芳香聚酯的生物複合物。
由高達 50 % 的天然礦物和農業副產品 ( 如稻殼）填充。此級
別材料是按照在目標處置環境中完全可生物降解和堆肥而設
計的；在受控（例如堆肥設施）和非受控（例如土壤、路邊、
垃圾填埋場）條件下都可生物降解。 Spectabio T 級別用於
包裝、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保護殼、咖啡杯、植物盆栽、水培
皿等一般用途的注塑應用。具有良好的衝擊性和彈性，且成
本低。

浙江竹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包裝 汽車 電子信息及電器 醫療 建築 航天、航空、軌道交通 新能源 運動日用化工LED照明食品飲料24



再生塑料
具獨特性能特質的再生材料

再生塑料，破碎料

PE 再生料是塑料的再利用，通過進行機械刀片粉碎操作
以后，從而完成塑料的再次利用。 再生塑料是指通過預
處理、熔融造粒、改性等物理或化學的方法對廢舊塑料
進行加工處理后重新得到的塑料原料，是對塑料的再次利
用。

OSO POLYMERS UK LTD
 

用於生產無晶點包裝膜的 
PE 再生顆粒

拉伸強度增強，用於生產包裝膜沒有晶點，灰
分低，熔點接近新料的熔點，更容易與新料融
合。

廈門翡聯塑膠科技有限公司
 

再生 PET 環保瓶片、再生 PE、
HDPE，高性能改性塑料顆粒

盈拓的再生 PET 環保瓶片、再生 PE、HDPE、高性
能改性塑料顆粒廣泛應用於滌綸長絲、再生 PET 切
片、RPET 片材。盈拓採用德國進口高端設備，以
及再生資源塑料回收利用技術，產品色相好，透亮
度高，雜質含量低，光澤度高，節能環保性能處於
國際領先水平。

廣東盈拓實業投資有限公司
 

再生聚合物

羅馬尼亞工業塑料回收公司的再生聚合物具有出色的熔融
和增塑性能，並且能耗低，可高效且低成本地使用。粒料
清潔，形狀相同，尺寸特性均一，在擠出機中具有良好的
流動性和有效的操作。在擠出機中熔融很容易，能耗低，
與其他聚合物和添加劑的相容性非常好，可以實現平穩的
輸出。

工業塑料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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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塑料
具獨特性能特質的再生材料

再生滌綸短纖維

東莞市拓展實業有限公司具備“再生滌  綸短纖維”技術，生產纖
度為 1.5D 到 20D 的再生滌綸短纖維 , 主要應用於服裝噴膠棉、玩
具填充棉、家私填充棉、家紡、鞋材、不織布等。

東莞市拓展實業有限公司

再生塑料／再生塑料改性／
PCR 塑料顆粒

再生塑料產品包括 PC, PS, ABS, PP, PE, 
PET, PA, POM 等，可以根據客戶的要求
來生產符合的產品，產品可運用到各個
領域，如包裝、汽車、家電、建材、日
用品等等。

廣東麗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HDPE 再生顆粒和 PET 瓶片

ALCAMARE 是墨西哥一間國際回收集團，主要產品包括
HDPE 再生顆粒和 PET 瓶片，透過世界一流的加工生產設
備，包括意大利 Sorema 塑料清洗線，挪威陶朗分選機，瑞
士 Buhler 色選機，從原材料的回收到生產造粒都有嚴格的
質量控制，保證顆粒的純度達 99%。

ALCAMARE INTERNATIONAL RECYCLING GROUP S DE RL DE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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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劑、顏料及色母粒
更動人的色彩配以更高性能為產品增值

高溫蒸煮型無溶劑軟包裝復合聚氨酯膠黏劑

1) 高適應性：適用於各種軟包裝材質復合。 高產能：高溫熟成特性，提升
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 

2) 獨特性：美國 FDA 食品安全認証，市售唯一可耐受 135℃高溫蒸煮而不
脫層之復合膠黏劑。 

3) 無毒環保：無溶劑，100% 固成份，制程環保。 

4) 質量優異：高初黏度、高透明度、柔軟性佳、阻隔氣味、耐
熱耐老化，對薄膜濕潤性佳。

高鼎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低氣味的抗氧劑，無酚的亞磷酸酯，聚合級碳化二
亞胺

低氣味抗氧劑 ST-168W：有效降低高分子材料的氣味，特別是汽車內
飾。無酚亞磷酸酯抗氧劑：完全解決材料中苯酚，壬基酚類對人體的
危害。聚合級抗水解劑（聚合碳化二亞胺）：首次聚合碳化二亞胺的
國產化。

上海石化西尼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綠色聚合物添加劑

Emery Oleochemicals 的綠色聚合物添加劑業務為各種聚合
物提供天然的高性能添加劑。團隊的重點是創新的綠色添加
劑， GPA 產品組合包括潤滑劑、脫模劑、防霧和抗靜電劑、
增塑劑以及由可再生資源制成的粘度抑制劑。

意慕利油脂化學香港有限公司
 

Exolit OP Terra

Exolit OP Terra 使用源自可再生原料的乙烯，
例如廢食用油，其證書不包括與食品競爭的原
料，例如，棕櫚油或動物脂肪。 "Terra" 產品至少含有 50%
的碳含量，基於可再生資源。科萊恩獲得可再生原料證書，
僅生產相應數量的 Exolit OP Terra。過程和質量平衡過程由 
REDcert 授權，並由第三方認證。 Exolit OP Terra 可按不同
的包裝進行明確識別，並在科萊恩的 SAP 系統中跟踪數量。

科萊恩化工（中國）有限公司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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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劑、顏料及色母粒
更動人的色彩配以更高性能為產品增值

汽車內飾專用無氣味黑色母粒

優勢： 1）無氣味，無 VOC，對我們的健康
無害； 2）分散性優異；3）耐熱性好；4）
降低成本，終端產品質量滿意

應用：專用於汽車內飾

東莞市金振塑料（色母）有限公司
 

ULTRANOX  LC 顏色穩定性和
控制平台產品

ULTRANOX LC 平台創新產品是聚
丙烯纖維的高性能穩定解決方
案，ULTRANOX LC 平台產
品專為最佳的色彩穩定性
和控制而設計，該平台
具有良好的氣體衰減性
能和良好的過濾性能。
這些產品完全由金屬硬
脂酸鹽制成，具有纖維
潤滑性，並以 NDB 復配
形式提供，以改善健康、
安 全、 環 保 和 操 作 處 理。 
ULTRANOX LC 平 台 產 品 擁
有專利穩定系統，可提供較低的
色彩變化。與當前的 AO 軟件包相比，
該平台最多可以減少 60% 的 YI。ULTRANOX LC 也改善了在
全球與食品接觸產品的現有配方的顏色變化，並且提高生產
率。

聖萊科特國際集團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抗高溫電動汽車用斯格諾警示橙色母粒

出於對汽車工業高需求的深刻理解 , 高萊公司設計了一系列黑色母粒能提
供理想的混合性能。 今年，在黑色基礎上又開發出一系列不同聚合物類型
的斯格諾警示橙色母粒（包括 PEEK、PEI、PSU、PA、PPSU）。該高性能
母料用於混合動力和電動汽車發動機中高壓部件的著色。高萊也是首批獲
得汽車行業認証的母粒公司。

高萊塑料（蘇州）有限公司
 

EVA 和橡膠色母粒

清豐顏料所生產的 EVA 和橡膠制品，廣泛應用於運動鞋
底、拖鞋、雨鞋、瑜伽墊、發泡類產品，是清豐企業最
專業及知名的明星產品，為知名運動鞋 Nike 的指定產品，
並且獲得 Adidas、Crocs、Reebok、Ikea、Deacathon、 
安踏、李寧、361、匹克多家馳名廠商支持。

蘇州清豐興業塑膠有限公司 (TAIWAN)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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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熱塑性彈性體
柔韌彈性變奏  用途廣泛

高性能氫化丁腈橡膠

產品特性 :

1) 優異的耐油性能（液壓油、變速箱油、發動機油、柴油和剎車油等）

2) 卓越的耐高低溫性能，可在 40℃ +150℃長期使用

3) 良好的抗腐蝕性能，可在硫化氫、甲烷、氟利昂、酸、鹼等介質中應用

4) 出色的耐磨性能、抗撕裂性能和耐動態疲勞性能

5) 產品用途：汽車領域、石油化工、液壓管、空調密封制品等

道恩集團有限公司
 

PC 自粘接型 液態有機硅橡膠

越來越多軟硬結構的設計需求，推動了多組分材料的工藝進步，硅膠和熱塑
性材料被廣泛的使用雙色注塑或嵌入注塑成型，而這種工藝需要不同的軟硬
材料之間要有非常好的粘接效果，才能滿足設計和加工的需求。 邁圖新型
Silopren*LSR27x9 和醫療級 LSR47x9 系列液體硅膠產品適用於 PC、PBT 和共
聚酯，就是為客戶提供了這樣的解決方案。客戶無需再使用額外的底涂來進行
粘接，也無需對塑料基材表面進行表面處理，就可以在直接注塑自粘接系列液
態硅膠后得到強力粘接成型的產品，為客戶軟硬件結構的設計提供更多的空間。

邁圖高新材料集團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低氣味耐刮擦 TPE 材料

近幾年，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強，對材料的氣味及
有 害 物 質 等 要 求 越 來 越 高， 為 了 適 應 市 場 需 求， 普
力馬研發團隊成功推出低氣味、不含有害物質的材

料。 該 產 品 不 僅 可 以 通 過 RoHS，
PAHs，REACH 等認証，還具有優
異的耐刮擦性能、加工性能，可

耐高溫、耐臭氧等，已成功應用
到汽車內飾、日用消費
品、食品包裝等領域。

南通普力馬彈性體技
術有限公司

汽車市場及消費品市場適用的新型 TPE

凱柏膠寶推出其最具突破性的汽車低氣味和低排放 TPE 材料的
創新產品。全新的 TPE 系列有望為汽車設計師和製造商帶來更
優良的車內空氣質量，幫助提升汽車內飾製造標準。 TPE 常用於
汽車內飾例如車內控制元件、防滑墊、門檻、密封件、置杯架等
等。凱柏膠寶也將在橡塑展上推出符合中國新國標（GB）的特定
TPE 材料，這些食品安全級產品可用於消費品、食品包裝和玩具
行業等各種應用。

凱柏膠寶 全球
新品 中國

新品亞洲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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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熱塑性彈性體
柔韌彈性變奏  用途廣泛

可應用於時尚行業及汽車的發泡 TPU

TPU 顆粒應用於注塑、擠出、膠黏劑、汽車和熱熔膠
等行業，發泡 TPU(NeoBlast)，表面保護膠紙 (SPF)，
同時專業生產多種用途的聚氨酯和三聚氰胺，廣泛用
於鞋類、紡織、汽車和建筑等行業。

DONGSUNG CORPORATION

低 VOC 熱塑性彈性體

雄亞研發出擠出低 VOC（五苯三醛）低氣味（過 SGS2.5
級）TPV，廣泛應用於汽車密封條、汽車玻璃導槽、汽車
防塵罩、汽車波紋管等。 另推出低氣味、高彈性、高強
度 TPE，廣泛應用於汽車內飾、建筑交通、體育用品、食
品醫療等領域。

安徽雄亞塑膠科技有限公司

TPE\TPR\TPV\TPO\TPU 等 
特種彈性體材料

不含毒素、不含塑化劑，符合各國對控制重金
屬含量的要求，原材料可以達到醫療食品衛生
級，且產品具有優良的耐藥品性，生物毒性
低，可以進行高溫滅菌，安全性高，在醫用產
品上應用日漸廣泛，是取代 PVC 的最佳材料。

慈溪市山今高分子塑料有限公司

創新的熱塑性聚氨酯 (TPU) 聚合
物解決方案

路博潤創新的熱塑性聚氨酯解決方案可被應用
於各種行業：用於汽車、建築和消費品的表面
保護膜應用；高耐久性，高柔韌和耐磨性，以
及阻燃性的電動汽車充電線應用；一體化鞋材
解決方案，實現高性能同時簡化加工流程；各
類消費電子設備及附件應用，實現產品的美觀、
保護性及設計自由；3D 打印解決方案實現個性
化和復雜的設計。

路博潤特種化工製造 ( 上海 )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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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品及熱點技術介紹》電子書
發現更多亮點科技

瀏覽電子書，請掃瞄二維碼，或搜尋：
www.ChinaplasOnline.com/NewTecheBook

利用短視頻解說，
更為立體清晰
○智能製造頻道
○高新材料頻道
○環保科技頻道

主題專集
包括醫用塑料技術、瀛聚創
新、熱塑性彈性體及橡膠指
南等主題，精選多項新技術
供用戶一鍵瀏覽

亮點視頻

C

M

Y

CM

MY

CY

CMY

K

NewTechAd-SC-4.pdf   1   3/7/2020   下午12:08

31



2

31

供應商名單

3大功能升級

支援關鍵字及熱賣搜索  

6大類別多重搜索，方便精確

同一類別下進行篩選
選擇一個類別，例如：注塑機
產品類別：

可顯示至少符合一個指定條件的搜索結果，
適合較大的範圍瀏覽

點擊搜索欄標示熱門技術，
實時找到相關詳情

複合條件搜索進行過濾
跨類別搜索，例如：
產品類別：
應用行業：
可顯示符合所有指定條件的搜索
結果，適合需要精確檢索的用戶

現在就開始使用吧！
3800+ 塑料橡膠供應商的詳細信息及亮點產品，盡在掌握

www.chinaplasonline.com/SuppliersDB20

請掃瞄或登陸查看供應商資料

助你找到目標供應商與焦點技術，化煩為簡

請輸入供應商名稱、產品、應用行業、主題專區、國家/地區

環保

回收再生

食品級生產

醫療級別

高功能薄膜

可降解

輕量化

表面處理

高阻燃

光學

全部

多個熱搜關鍵字，任意搜索查詢
#5G #CMF #SMC

#碳纖維複合材料

#VOC #換模 #納米 #可堆肥

#高阻隔 #免噴塗 #聚乳酸

高級搜索功能  

多元產品，落地應用

請掃瞄或登陸查看供應商資料

1

2

3

4

5

6

7

8

9

10

復合材料注塑機(5.07)

多任務位注塑機(5.05)

包裝

多任務位注塑機(5.05)

雅式展覽

供應商詳細信息及重點技術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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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式展覽

供應商詳細信息及重點技術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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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雅式展覽服務有限公司

北京雅展展覽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321號6樓

香港  (852) 2811 8897
北京  (86-10) 8460 2766
上海  (86-21) 5187 9766
深圳  (86-755) 8232 6251
新加坡  (65) 3157 3101

(852) 2516 5024

Chinaplas.PR@adsale.com.hk

雅式集團:
www.Adsale.com.hk

雅式橡塑網:
www.AdsaleCPRJ.com

協辦單位

大會指定刊物及網上媒體

贊助單位

AdsaleChinaplas

(852) 9602 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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