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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FEL 设备与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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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的  
合作伙伴

 质量优先：除了在塑料加工领域不

断开创技术先河，我们的研究实验室

还从样件设计阶段便开始与客户通力

合作，开发最先进的制造技术。尽管

样件生产用于预产车辆，但其相关技

术将转为采用 KIEFEL 机械设备和模

具进行生产，从而生产出满足汽车制

造商最高质量规格要求的元件，在功

能、审美与质感方面达到出类拔萃。

 个性化解决方案：在汽车行业专用塑

料加工领域，KIEFEL 居于全球领先市

场地位。通过与客户展开密切合作，

为其设计并提供适用于内饰元件生产

的全套解决方案。

 卓越的技术：我们的优势源自对相

关加工技术的深入认识和透彻理解。 

我们卓越的工程能力与丰富的工业机

械设备生产经验来自于五十多年的悠

久历史。

 真空复合

 真空成形

 模内压纹技术 IMG 与 IMG L

 复合

 包边

 铆接、ASC 热铆与超声波

 高频焊接

 搪塑成型

 特种品

概览 

包边 

ASC 热铆与 
超声波铆接

高频焊接

纺织物与 
皮革复合

适用于反向注塑的
预成型技术

片材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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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FEL —  
从设计到批量生产

为了满足汽车行业最苛刻的要求， 

KIEFEL 始终面向未来寻求突破。所有

工艺流程都要求绝对的可靠性，并经过

全面测试。从早期生产设计、工艺开发

与样件设计期间的咨询工作开始， 

KIEFEL 在加工塑料片材与纺织材料方

面堪称一家全方位供应商。

KIEFEL 技术实验室中心：

KIEFEL 对所有工艺流程均有与之相对

应的实验室设备。结合 KIEFEL 工程师

的广博专知与丰富经验，可在我们的技

术中心对所有工艺流程进行检验。

热成型模拟 T‘-SIM

T’–SIM 是内饰零部件相关的整个机械设

备和模具开发工艺流程中的一个模块。 

KIEFEL 是业内首先采用该技术的公司

之一。KIEFEL 于 1998 年开发了首个 

T’–SIM 分析技术。自 2005 年以来， 

KIEFEL 已开展了大量汽车内饰 T’–SIM 

分析。T’–SIM 分析的成果与工程师的经

验和工艺知识同样出色。

为您带来的收益： 

 内饰零部件设计阶段的可行性分析与

风险评估

 以快速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比较各

类热成型概念，选择最具成本效益的

最佳概念或技术

 极具性价比的工艺流程，可优化原型

与产品系列模具

 在项目早期匹配并优化相邻零部件之

间的间隙



KIEFEL 是热成型机行业的领先企业，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便开始生产热

成型机。

凭借丰富的经验，所有 KIEFEL 热成型

机均拥有业内最顶尖的创新技术。

 应用领域

适用于低产量（周期为 100-120 秒）

内饰零部件复合的真空成型：

- 车门主体，车门上护板, 

地图袋，扶手

- 中控台

- 仪表板

 可用设备配置

- 使用片材

- 使用卷材

- 双上模台

 设备可选项

- 热熔系统

- 模内压纹技术 IMG 与 IMGL

- 带手动片材入口的退卷系统和 

横切附件

- 上模台可设置多个模台

- 附加的用于冲孔的上模台

- 附加的高温计

使用最新一代的高动态伺服驱动，结合

可单独调节的石英加热器与节能离心冷

却吹风机，从而确保了 KIEFEL 热成型

机具有无与伦比的节能性。

KIEFEL 尽最大可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量，降低总耗电量，确保在机械设备的

整个使用寿命期间实现具有生态效益的

零部件生产。

无可比拟的机械设计、卓越的 

高精度与长期生产能力

76

真空成型机 

单工位热成型机 

KL 系列

真空成型 



 应用领域

以高产量（周期为 40-60 秒）进行内

饰零部件的真空复合或成型：

- 车门主体、车门上护板、地图袋、

扶手

- 中控台

- 仪表板

 可用设备配置

- 4-up 旋转上模台

- 2-up 旋转下模台，配备密闭式预吹

气箱

- 单上模台

- 单一下模台

 应用领域

高产量（周期为 60-80 秒）真空复合

或成型机，尤其适用于的仪表板；

可用双腔模具。

 可用设备配置

- 倾斜下模台，实现符合人体工程学

的产品上料与下料

- 单上模台

- 双上模台

 设备可选项

- 可使用板材

- 热熔包

- 模内压纹 IMG

- TEPEO2

- 当片材存在缺陷（材料消耗量减

少）时控制上料的的软件包

 设备可选项

- 基材的红外线预加热

- 热熔系统

- 模内压纹技术 IMG 与 IMGL

- 双色片材加工

- 拆链轨道系统，减少材料消耗量

(KIEFEL 专利)

- TEPEO2

- 片材存储，实现模具更换期间的 

连续生产

- 自动产品处理（上料与下料）

- 当片材存在缺陷（片材消耗量减

少）时用于控制上料的软件包

多工位一体真空热成型机 

KLS 系列 KLV 系列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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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复合技术 

在纺织物、地毯、人造皮革和真皮复合

领域，KIEFEL 提供多种复合设备以 

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要求以及不同的生产

节拍。

根据选择的涂胶方案，我们还可整合机

器人涂胶系统。

 产品系列

- 单工位压力复合机

- 活动底座复合机

- 旋转式复合机

 应用领域

- 车门嵌件，扶手，地图袋

- A、B、C、D —柱

- 仪表板

 设备可选项

- 凹槽复合技术

- 涂胶应用，如通过机器手上  

PUR 热熔胶

- 结合包边工艺

通过使用组合模具，可将复合与包边工

艺相结合。

压力复合 

KEK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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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合、反向注塑或反向冲压工艺之

后，内饰件需要在特定位置进行包边。

根据所需生产周期时间，KIEFEL 通过

使用不同尺寸的标准化包边装置提供一

系列先进包边技术。

产品系列

 单工位包边机

 单工位多用包边机

 多功位一体包边机

包边技术 

通过结合BUS系统的单独控制系统与

AS-I（执行传感器接口）技术，每个包

边滑块的运动顺序可单独调整。

使用该技术能够在零部件的锐角实现高

品质的包边效果。

 应用

具有中低产量的内饰零部件包边 

(周期为 50-70 秒)

单工位包边机 

KIEFEL 的多用包边机概念能够根据之

前工艺（如真空复合）的产量来更换各

类包边模具。

包边模具本身将安装在换模车上。此

外，当包边模具并非用于生产时，该车

也将用作储藏系统。气动连接件的自动

对接以及冷却水和电力供应的手动对接

保证了较短的换模时间。

设备可选项

 空巢概念

凭借空巢概念，操作人员处理时间与机

械设备总体周期时间实现了最小化。

 可移动的模具区域

通过使用可移动区域，可在相同模具

组中对不同型号的产品进行包边，如

配备/不配备窗檐的后门。

 应用

高产量（周期为 40-50 秒）内饰零部

件包边。

此外，该设备可配备单独的上料工位，

以对片材进行预切割并在锐角区域进行

三角切割，也可执行切割装置功能， 

用于照明灯或车门关闭机械装置。

多用包边机 

多工位一休包边机 

包边 

详细的产品系列介绍 
KU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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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 铆接
诞生于 2004 年的 KIEFEL 专利工艺与设计

KEN 系列

 较短的系统启动时间， 

约 20秒

 低耗电 

(每个铆接销仅耗电约 1.6瓦)

 高品质铆接销

- 每个铆固点均整合夹钳装置

- 卓越的拉伸强度

- 减少 A 面的印痕

- 针对不同材料可单独调节迎接温度

- 在铆接之前、期间和之后监控温度

区间的传感器

 易于维护与更换

KIEFEL ASC 技术的优势
ASC（空气支持接触）铆接是一项由

KIEFEL 开发并拥有专利的工艺，结合

了热塑材料铆接工艺目前拥有的所有 

优势。

 产品系列

- 不同尺寸的单工位机器

- 旋转机

- 多工位一体

 材料

- PP、ABS、PC/ABS、PA HCPP

 设备可选项 

单层或双层水平滑动台

自动下料到后侧

整合 US 焊接技术

 应用

- 门板

- 仪表板

- 门柱

- 中控台

- 保险杠

ASC 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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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技术 

高频焊接是 KIEFEL 使用的原创技术之

一。在过去数十年中，该技术及相应的

机械工程得到了不断完善与改进。

高频焊接技术 

 可用设备配置

- 单工位机器

- 单滑动工作台与双滑动工作台

- 旋转式工作台

 应用

- 车门与侧饰件 (二一控制)

- 仪表盘上的单独零部件 

(二一控制)

- 纺织物嵌件 (HF 复合)

- 地图袋 (HF 复合)

- 地毯上的加固面焊接

- 遮阳板

- 隔音垫

- 特殊应用



作为汽车行业的合作伙伴，我们的使命

是为高品质内饰零部件的生产提供完整

的价值链。

除机械设备制造本身外，我们的另一项

重要工作是提供相应的模具组。

KIEFEL 设计与工艺工程师数十年来从

众多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这也使 KIEFEL 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实现

最优化且最经济的模具设计。

模具技术 

 KIEFEL 模具技术

- 真空复合模具

- 真空成型模具

- 阴模成型 (IMG 与 IMGL)

- 复合模具

- 包边模具

- HF 焊接模具

- 纺织物嵌件 (HF 复合)



KIEFEL GmbH

Sudetenstrasse 3
83395 Freilassing
Germany

电话：+49 8654 78-0 
kiefel@kiefel.de
www.kiefel.com

布鲁克纳机械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杏林街 95 号
邮编 215027

电话：+86 512 62555261 / 62555300
邮箱：Kiefel.china@brueckner.com

KIEFEL 在塑料薄膜材料加工机设计和制造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公司提供成型与连接技术领域的核心专知。作为各个行业中知名制造商的供应商，KIEFEL 股份有限公司为汽车、医疗技术、冷冻机与包装行业的客户提供竭诚服务。 

KIEFEL 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弗莱拉辛格。此外，还在美国、法国、荷兰、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印尼也设有销售和服务中心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遍及全球 60 多个国家。Kiefel 同时拥有3家在各自行业非常杰出的子公司，专注于汽车行业的捷克 SWA 公司，专注于热成型模具的荷兰 Bosch Sprang 公司，专注于模

具及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奥地利 Mould & Matic 公司。KIEFEL 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全球领先的塑料机械供应商德国布鲁克纳集团。

本刊在德国印刷。可能不时对其进行技术修改。03/17 ZS CN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