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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成型 – 来自一对一的 
解决方案
Kiefel – Bosch Sprang – Mould & Matic

热成型机器和 / 或模具、下游自动化、

交钥匙项目，改善项目或材料分析和 

测试 – 我们可在所有这些领域助您达 

成目标。我们可以以团队或者个人合作

伙伴的方式与您合作。 

KIEFEL 下属公司KIEFEL 下属公司

Bosch Sprang BV · DA Sprang-Capelle · the Netherlands

Mould & Matic Solutions GmbH · Micheldorf · AustriaKiefel 公司 · Freilassing · Germany

服务于热成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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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FEL 机器

KMD Speedformer 系列 – 灵活

满足您的需求 

快速完成大批量任务，对于小型作业 

也较为经济。灵活生产食品和非食品 

制品，可处理所有常见热成型材料。 

模块化设计，可根据您的需求进行 

配置，并增加了诸如无连点冲压解决方

案等功能。

KIEFEL 机器

钢刀裁切设备 

KTR Thermorunner 系列可以提供更多

稳健度和可用性得到提升。性能和 

精度得到提升。借助 Kiefel 团队模具服

务或您首选模具制造商可有更多模具的

选择。不只是机器。面下下游自动化和 

T-IML 的更多解决方案。

翻转模机器 

KMD Speedformer KTR Thermoru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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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fel 技术中心配备标准的 KMD 和 KTR 

生产机器以及其他大量试验室热成型和

测试设备。

   借助 Bosch Sprang 和 Mould & Matic 

团队享有更多服务和设备

   在基础材料测试和 / 或产品开发上提

供支持，调整您的热成型生产

专注于客户需求 
我们的技术中心带你更进一步 

   为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专设的培训

   应要求以德语、英语或其他语言提供

热成型课程

 

更优的产品以及更高的产量是我们的 

动力。

KIEFEL 工作能力



KIEFEL 机器

通风孔

切割精度

弹簧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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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设备：KA- 放卷装置和 KVH- 预加热系列

请联系我们的销售部门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kiefel.com 了解详细信息。

KMD 64 KMD 78 KMD 85 KMD 90

KMD 系列概述 

KMD Speedformer 
我们能做到！ 

生产率

堆叠对于机器持久正常运转的影响 

很大。由于制品在设计上可能存在很大 

不同，Kiefel 提供了各种堆叠系统来 

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外形和功能

热成型产品保护、保存并展示食物， 

并且必须具备以下功能：密封封边、 

紧密安装盖封边等。Kiefel 是 KMD 类型

机器中整合辅助拉升头驱动和 BFS 系统

的领先者，解决越来越多的产品难题。

A/B 堆叠

部件到部件的可重复距离是自动不套叠

的关键。A/B 堆叠方法是倒角堆叠设计

的替代方案。Kiefel 为 A/B 堆叠提供集

成的机器解决方案，最小化工具成本。

以最佳效果切割

高精度切割是顺畅堆叠的要求。Kiefel 

在钢尺技术领域是技术领先者，可满足

诸如精度、平滑切割边缘、耐用性和长

寿命刀具等各种要求。

Kiefel Speedformer 系列提供所有标准机

器尺寸和配置。可处理热成型工艺中 

所有常见塑料材料的功能。主要特点：

稳健而精准、标准化并且可定制、操作

安全而简单。

Speedformer 这一名字本身就是最好

的诠释。性能是我们的动力之源。



KIEFEL 机器

1110

Process Control (KTR PPT)

正确加热塑料是确保 

一流产品生产质量和 

最高机器性能的基本 

要素。以快速而高效 

的加热元件加热塑料 

减少了能源成本。

是否曾听闻第 3 次移动？

独立的辅助拉升头改善了产品质量， 

拉动越深，改进幅度越大。更优、均匀

且匀质的材料分布可实现更薄的膜起始 

计量。您的成本节约潜力。

工艺控制

加热元件温度通常是所提供的唯一反馈。但这对塑料

意味着什么？我们测量膜温度以及其他过程相关的 

变量。透明度 - 更少废品产品 - 提高收益。

张力提供控制

钢尺刀寿命延长。使用组合的 B F S 

(成型 / 切割) 技术，位置控件在模具中不

需要“停止机构”。结果：降低模具 

成本。

保护环境

这通常涉及到节省资源和成本。诸如电机能源回收的

现有技术，还有更高效的加热系统都运用在我们的机

器中。双赢局面。

堆叠效率

机器正常运转时间可受益于正确堆叠。此外，堆叠

是下游包装的“接口”，并且灵活的解决方案可减

少人工。二者都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

Kiefel 首台钢尺型自动机器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便已推出。持续创新、追求

更好、分析式工作、制定策略并注重 

细节 … Kiefel 在 KMD 型机器上 50 多年

的成就是德国品质的榜样。

KMD Speedformer
经验和技术知识带来自信 

KIEFEL 机器



KIEFEL 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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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R Thermorunner
我们永不止步！ 

生产率

堆叠对于机器持久正常运转以及制品质

量的影响很大。工桩辅助可提升您的可

用性并减少拒收数量。

Kiefel Thermorunner 系列在每个机器 

尺寸上提供最大化穴数的设计。尺寸 

很重要，但是切割力也是产量最大化的

决定因素。

底部孔和名称标签槽

某些杯或盆形产品需要特定的功能。 

这可以是机器、模具或组合的解决 

方案。无论是什么，Kiefel 团队都可 

应对。

阻隔膜加工

正确的加热是关键。加热持续时间很 

重要，请查看我们的加热器能力。 

对产量和正常运行时间同样很重要的 

是切割力！KTR 将让您取得领先。

装饰

T-IML 是行业所关注的一种技术。Kiefel 

提供经过验证的高端解决方案。在胶印

中，均匀的材料分布可改善产品质量。

您的装饰质量将通过使用 KTR 而受益。

主要特点：稳健而精准、标准化并且可

定制、安全且操作简单。

制杯机本身就可提升您的产量。

附件、下游等：KA- 放卷装置和 KVH- 预加热系列，模具。

自动化、产品和材料开发

请联系我们的销售部门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kiefel.com 了解详细信息。

KTR 4 KTR 5 KTR 6

KTR 系列概述

透明度

密封边缘

材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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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结实、持久

如今，主要的挑战在 

于切割更坚硬的材料

(PET、阻隔材料)，另外

就是具有大穴数设计的

小产品 (胶囊、分配杯)。 

专为可靠而强大的性能

设计的稳健成型站。

处理膜特性

在受热时，大多数塑料材料都易于松

弛，有些材料松弛度更大。精确设计的

膜运输可实现受控扩展。某些情况不需

要 2 步式进料系统保持最高产品质量。

高效加热

塑料膜具有不同的物理条件。阻隔膜增

加了挑战。我们的加热系统旨在以最小

能量输入有效而均匀地对塑料加热。

堆叠模块

Kiefel 推出了垂直系统，取得巨大成功。

随着 Mould & Matic 加入团队，让堆叠技术知识进一步 

增强。无论多么薄、无论产品形状是否倾向于椭圆形

设计或者是需要自动化，我们都有足够的高端解决方

案让您的生产更具盈利能力。

快速冷却，提升效率

热成型生命周期：完成加热和成型，让能量从塑料

上排走！速度越快，效果越佳。通常最简单的解决

方案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充足的水和稳定的温度可

直接带来生产速度的提升。

KTR 机器继承了非凡的传统 – 受到全球

最负盛誉的制造商之一的强力影响并结

合了 Kiefel 工程技术。

产品永远是焦点。时刻关注持久型、 

全天候运转、高产量要求等关键生产 

需求。在胶囊、阻隔产品和 T-IML 等 

新领域取得成功，并为确立新趋势做出

贡献。Kiefel 团队不只是提供正常工作

的机器。我们还可根据需要对研发提供

一站式解决方案和支持。

KTR Thermorunner
强大的机器，强大的团队 

工艺控制

加热元件温度通常是所提供的唯一反馈。但这对塑料

意味着什么？我们测量膜温度以及其他过程相关的 

变量。透明度 - 减少报废产品 - 提高收益。



KIEFEL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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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成型需要大量经验。新的产品  /  

模具、其他塑料材料通常是制定正确配

方的巨大挑战。

CAT 是可自调节的智能方案 = 向机器示

教参数：加热调节、工作台冲程以及速

度、延时和有效定时。这实际让操作员

的工作变得非常简单。

为 CAT 提供信息

所需数据很少。无需设置机器参数！ 

只需设置有关您产品、薄膜、模具的 

信息，数分钟便可完成。

适合您的 CAT

根据数据设定，CAT 制定出配方。基准

配方为 20 次循环/分钟，并且可具有一个

最大速度。制备专业制品所需的时间总

共不会超过 15 – 20 分钟。

计算机辅助示教 – CAT
技术在让生活变得更轻松时才显得更有意义 

自动示教参数只需很少的输入内容

最大化利润

工具更换次数更少并且设置时间更短， 

意味着生产时间更多，继而利润得到 

提升。简单计算一下：您每周或每月会启

动多少新的工作？正确调整工艺参数平均

需要多少时间？对 CAT 感兴趣 ？
Loss of

production

Increase of
efficiency

Up to
80%

Labor costs

Energy

Costs of
materials



KIEFEL 优势 KIEFEL 优势 

一站式交钥匙解决方案 
我们有办法解决您的难题 

关注咖啡产品 ?

用于咖啡和其他热饮或冷饮的胶囊已经

广泛地在家庭中使用。在未来数年， 

这类产品会有大幅的持续增长。容量 

在不断增大，相应地市场也期望进一步

自动化。 胶囊是自动化行业首要关注的产品。 

对于大批量生产，例如针对杯或托盘的

生产，用于包装自动化的工程解决方案

可创造优势。

减少工作量，改善清洁度，为您提高 

利润。

更多产品受益于自动化。

Kiefel 团队具备相应解决方案！热成

型、模具和产品开发、下游方案！计数

并包装至塑料袋、视频监控以及送出 /

送入送料设备、装箱以及货盘装运。

Kiefel

热成型机器

Kiefel

放卷装置和预加热单元

Mould & Matic

堆叠系统

Mould & Matic

下游方案（包括计数和装套）

Mould & Matic

装箱以及货盘装运

Bosch Sprang  

模具和产品开发

Kiefel 交钥匙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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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8 ZS CN 4007 

KIEFEL 有限公司

Sudetenstrasse 3
83395 Freilassing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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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