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ineering Excellence

高质量系统解决方案
PET 包装

两大优质品牌：
耐驰特的PET-LINE和克劳斯玛菲的PETForm



2 PET包装
现状和效益

应用领域和
系统专门技术的最高标准

耐驰特是克劳斯玛菲集团的成员，几十年

来，一直致力于为包装行业内薄壁塑料部

件的快速和高精密生产，提供高质量的注

塑机以及专业化的生产系统。在这里，专

注于客户的应用领域也至关重要，耐驰特

作为完整系统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积累

了多年丰富经验，同时，得益于广泛的合

作伙伴网络，现在的我们已经能为客户提

供完整的交钥匙生产系统。

高水平的灵活性和全面的知识让我们脱颖

而出，我们是您PET 系统解决方案最理想

的合作伙伴。通过耐驰特的整体管理，将

克劳斯玛菲集团的所有PET项目集聚在一

处，大大加强了您的系统解决方案。这就

意味着，利用我们强有力的支持，如卓越

的加工技术、全面的客户服务和应用广泛

的专门技术，客户们可以在所有关键领域

中获得益处。

 

为您带来的利益：作为客户，可与熟知您

应用领域的专家们一起合作，他们能够根

据您的需求，对您的系统、设备及相关服

务进行最优化。此外，我们不断致力于完

善技术标准，依靠创新技术，为客户提供

高性能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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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包装 
最大产量，
最小投入

根据客户的要求和PET应用领域，我们为客户提供量 

身定制的优质产品组合。我们的解决方案定位于卓越 

品质、最短生产周期时间和最低材料成本。

为您带来的众多优势：

– 最高生产效率

– 最低材料成本

– 最短生产周期

– 顶级部件质量

– 最佳能源效率

– 符合高要求的独家合作伙伴

–  在开发PET瓶坯的系统解决方案方面， 

拥有丰富的经验。

–  平台战略：通过配置不同的系统尺寸， 

以满足客户的特殊要求。



聚焦PET 
应用领域和最终产品指南

宽颈和制药等特殊形式瓶坯

在特殊形式(宽颈和制药等)瓶坯的生产过

程中，来自PETForm 系列的机械垂直技术

带来众多明显优势。在PETForm系统中，

它们和标准瓶坯的生产方式完全一致。由

此，既无需为特殊瓶坯附加脱模设备，也

无需耗资修改系统。 

PLA瓶坯

多年来，我们对用于PET瓶坯的可持续、可

再生材料展开了深入研究。PLA是一种基于

谷物的聚合物(聚乳酸)。经研究证明，在我

们的生产系统中，聚乳酸和其他PET材料的

加工无明显差异。结果证明，PLA是一种环

境效益高、市场潜力大的安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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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actia®瓶坯

借助于这一正在申请专利的创新技术，我们已经成功地设计了为光敏感产

品提供必要阻隔性能的二次注塑工艺流程，这一设计不仅成本低、效益

高，而且可靠性好。在此工艺流程中，为保护和包装光敏感饮料(如牛奶

和乳制品)，PET瓶坯周边两种材料层之间形成有效的紫外线屏障。除饮料

行业外，二次注塑工艺流程也可运用于其他应用领域的容器制造。

用于饮料包装的标准瓶坯

大约80%的PET包装产品用于全球饮料行

业，包括碳酸软饮料(CSD)、水和果汁。

借助PET生产系统的创新平台战略，我们

已经能够满足各种复杂的市场需求。

热灌装瓶坯

饮料行业内一些制造商有时需要将热饮料(如茶)装入

瓶中，以达到杀菌作用。此时需要使用特殊瓶坯：设

计这些瓶坯时，会对其颈部进行加厚处理，或者使

其经过特殊的加固工序，以防止温度不断增加时瓶颈

发生变形。凭借最优化的螺杆设计和专业化的塑化工

序，我们是您选择热灌装系统选择的最佳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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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Calitec®

对于大规模生产系统而言，缩短生产周期

时间尤为重要，而由瓶坯制成的PET瓶生

产也是如此。以前，缩短生产周期时间总

是障碍重重，尽管对瓶坯采取优化和激冷

处理可能有所帮助，但是结果往往导致对

模塑件进行再加热。

 

后果：造成软化，成型工艺中的产品质量

明显降低。然而，通过持续冷却可以预防

发生这种情形，这也正是Calitec® 系统在

瓶坯冷却阶段，对其内部施加轻微压力的

根据所在。

这一功能可防止模塑件的收缩，因为它

被均匀地紧贴在冷却套管上。连续冷却的

同时对胚体进行校形。连续对整个瓶坯施

加轻微压力，以使其紧贴冷却套管，大大

增强了冷却的均匀性和强度——展现完美

成型！ 

 

使用一种特殊的中空夹持器，即可产生必

要的内部压力。不仅可以使用夹持器夹住

瓶坯，而且可以轻轻地用它进行可靠的密

封操作。然后，再利用夹持器以低压方式

将压缩空气引导至瓶坯中。这一杰出功能

支持校对工序，同时，通过加强瓶坯和冷

却套管之间的接触，确保了急剧冷却的效

果。此外，在冷却阶段，校准压力逐步加

强，以抵制塑料的不断收缩。

现场测试表明，这一工艺可提高生产率高

达20%，相当于节约了5%的能源，此外，

椭圆度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凭借正申请专利的Calitec®系

统，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得到

了提高。

特殊夹持器封闭和校准瓶坯的保温瓶样功能

冷却套管内用于“后道冷却”的瓶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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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热成像摄像机拍摄的图片(未使用Calitec®)
周期为13.5秒的前提下，冷却后的瓶坯周线上的温

差达17摄氏度。椭圆度为0.2毫米。

得益于Calitec®, 客户将产品生产率提高了20%。

( Calitec®)
此处为使用Calitec®系统的冷却后的瓶坯图。周期

变为11.5秒，周线温差为3.7摄氏度，椭圆度降至

0.05毫米。这有效的说明了Calitec®系统将周期时

间缩短了将近17%。此外，周线上的递减温度分布

(17˚C至3.7˚C)促使椭圆度从0.2毫米降低至0.0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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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预吹”工艺下的轻型瓶底
低重量、低成本、高效益

设计“预吹”工序的目标在于改进瓶底的材

料分布，然后减少重量。注塑后，立即

将空气扩充至瓶坯内，这一工艺目前已

申请专利。它为节约材料和增加成本效

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利用这一工艺，

不仅可以改变瓶底周线，还可以改变表

面积。在吹塑工序中扩大瓶底周线面积

的同时，关键底部的壁厚也随之降低。

随着壁厚的减小和表面积的扩大，在接

下来的吹塑工序中，底部的加热变得更

加高效、精确。我们得到的成果就是：

轻型底部。

凭借正申请专利的“预吹”工艺，

形成了重量最优化的瓶坯几何结

构。

“预吹”工艺的图解

不同瓶坯半圆体对瓶底的影响

为您带来的优势: 
– 节约瓶底所需材料

– 在整个工艺流程中显著节约能源

–  注射成型和吹塑机的生产周期加快

– 便于吹塑

– 运输成本减少

示例：0.5 l水瓶

旧瓶坯重量(g) 15.85

新瓶坯重量(g) 15.35

周期时间(s) 7.2

模腔数量 128

产量/年(百万 pce) 
8400小时95 %

510.72

材料消耗/年(t) 8,095

节约重量(g) 0.5

节约重量(%) 3.2

节约用料/年(t) 255

材料成本/公吨 € 1,450.00

节约材料成本/年 € 370,7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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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actia® 

与合作伙伴们一起，耐驰特成功地创建了

经济、可靠且可再现的二次注塑工艺。凭

借这一创新工艺，乳制品用PRElactia®双

层瓶坯具备了必要的光线阻隔功能。 

自推出以来，PRElactia®不断迅速发展。

原材料和聚合阶段加入的添加剂的组合得

到优化，进一步增强了光线阻隔功能。

PRElactia®将导入阶段为PET瓶(一升)选

择的28g瓶坯重量顺利地降至22g，而且这

不会对瓶坯的阻隔功能或者产品的强度造

成丝毫的减弱。

PRElactia®产品在2008年夏季巴黎包装

展会上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包装设计奖

(Oscar de l’emballage)”，这再次凸显了

这一包装产品的卓尔不群的质量。

最优化二次注塑工艺为乳制品提

供必要光线阻隔功能，这大大地

节约了生产材料。这一工艺的主

要特征为经济、可靠且可再现。

PET-LINE with mold for PRElactia® preforms

奥斯卡最佳包装设计奖



精准：数字控制技术

通过伺服液压阀技术，锁模 

单元可以达到最大运动速度， 

可减少15%的锁模间隔时间。

平台战略优化机器性能

2400kN、4000kN和5000kN 
三种锁模力可与各种尺寸的 

模具和不同腔数模具结合，

保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高效能：最低的能耗 

PET-LINE的革命性驱动概念， 

将能源消耗降低到最低级别。 

动能的恢复可以提高高达10% 
的能源效率。

高品质系统解决方案
PET-LINE的精彩之旅



快速：拆卸和后冷却单元

由于轴的同步运动和自动化设置 

选项的改善，平台的几何结构可 

以迅速改变。更重要的是，快速自 

动运动尽可能地缩短了周期时间。

创新：注塑单元配置熔体蓄能器

优化的螺杆设计，实现连续塑化 

和轻柔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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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LINE系列概述

24-cav 32-cav 48-cav 60-cav 72-cav 96-cav 128-cav 144-cav

PET-LINE 2400 • • • • •
PET-LINE 4000 • • • • •
PET-LINE 5000 • • •

注塑单元

4000 6000 7300

螺杆直径 110 135 150

锁模単元 2400 •
4000 • • •
5000 • •

为您带来的好处： 

–  最优的零部件和生产质量

–  最低的能耗

–  最短的循环时间

–  平台策略保证最大灵活性

–  高精度的并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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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的瓶坯
品质上乘，灵活性高

PET-LINE是一种先进的生产 

系统，代表了最大的盈利能力 

和高效的生产能力。凭借PET-
LINE系列，我们成为了全球 

PET瓶坯注塑机的领先供应 

商之一。

 

牢固的结构

牢固的结构确保了极高的瓶坯精度，以

及全尺寸模具的可再现性。

尽可能地缩短了周期时间

快速的机械化操作，机器与其外围设备

的最佳配合，带来最短的周期时间。

高度再现性

绝对重量一致性，一流的表面结构和最

低的废品率：所有这些因素带来了高度

的工艺再现性。

PET包装
高品质的瓶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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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少的能源，实现更高的效率
高效和精确

注塑速率更高，材料处理轻柔

现在，经过重新设计的注塑单元系

统压力可达到250巴，带来更高的注

塑压力，大幅缩短注塑时间。基于流

变计算，可对整体的熔体流动进行

优化，确保轻柔下料，保证熔体质

量的提高。

可持续的能源效率

据预计，未来能源成本还将继续上

升。除去原料成本，能源成本所占份

额将成为第二大成本因素。耐驰特是

一家具有创新精神的大企业，努力

开发能保证最佳能源效率和生产力

的系统和解决方案，真正践行我们

的格言：“以更少的能源，实现更

高的效率”。

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能源

原料损耗

机器维护

包装

原料损耗

机器折旧

模具折旧

外设折旧

员工薪水/工资



4阶后冷却站

可以确保在很短的周期 

内有效冷却。

紧凑型生产单元

采用垂直锁模，减少了占 

地面积。

高效的模块平台
PETForm的精彩之旅

为您带来的好处：

–  周期时间短

–  换模快速简单

–  更长的模具使用寿命

–  模具内部温度分布均匀



超强的夹持装置

超轻质，可快速更换。

交钥匙系统

完整的系统（根据客户要求优化定制） 

包括工具和所有下游组件。

全电动注塑单元

配备了HPX专用螺杆，确保了较高的生 

产量以及最低的能源消耗。

垂直锁模单元

在模具上具有高度动态性和轻柔性， 

无需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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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单元

1900 CV 3500 CV 4500 CS 6100 CS

螺杆直径 90 120 120 135

锁模単元 1750 • •
3200 • • •

PETForm系列概述

24-cav 32-cav 48-cav 60-cav 72-cav 96-cav 112-cav

PETForm 1750 • • • •
PETForm 3200 • • • • •



PETForm
高效模块化平台

16 PET包装 
PETForm

开合模速度快，干循环周期短



立式合模单元保证长效精密度

立式合模机设计确保模板的高度平行 

以及最小的模具磨损，模腔的数量增 

至112个。

缩短周期的瞬时“后道冷却”工序

凭借2.0秒的瞬时速度，PETForm合模系

统成为领先的高性能PET单元。4处后冷 

却板中完成了85%的所需冷却工序。结果

显著缩短了生产周期，并提高生产性能。

最佳移动工序——低能耗

利用轻型夹持器单元，可通过最小的合 

模运动实现最高处理速度。能耗和生产 

成本也随之实现最小化。

 

模腔数从16增至112的完美突破

结合1,750kN和3,500kN的合模力和相应

塑化单元，完成了两个合模单元的设计，

这使得PETForm 系统成为适用于所有 

应用领域的最佳系统。

 

螺杆专门技术下的高质量产品 

特殊螺杆结构确保了迅速熔化工序。利用

这一技术，可以高吞吐量模式均匀添加色

素、阻断剂或其他混合物，同时避免熔体

受到不必要的剪切力影响。

每平方米的性能更高

依靠他们的立式设计，PETForm系统使

生产工序达到最紧凑的状态。同时还可在

固定的空间安装更多的系统，从而提高了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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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ET包装
最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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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 包装
生态和经济效益

与铝和玻璃制包装相比，PET包装等替代

产品占据绝对的优势。PET瓶重量轻且非

常坚固，给客户带来便利。轻重量这一特

征还降低了能源消耗，并相应地减少了物

流和运输成本。 

 

PET包装符合行业的最高要求。约80%的

PET包装是用于饮料行业，包装内含物的

保护(如牛奶保质期)、包装设计以及物流

成本都是需要重视的问题。现代PET包装

的多样化趋于完美，例如在中国市场内就

有销售由芒果状的饮料瓶包装的芒果汁。

作为未来沟通交流的手段，包装担任的

角色愈发重要。此外，绿色环保和可持续

包装是饮料行业的新兴趋势之一。如果

包装内含物为奶制品，则需对它采取格外

保护：利用一种特殊二次注塑工艺，即可

制造不透光PET瓶，大大地延长了乳制品

等的保质期。Calitec® 、PRELactia® 和“
预吹”工艺等创新技术都是成功的重要因

素。来自耐驰特的PET系统满足所有要

求，利用我们的系统就意味着您在市场上

领先一步。 

 

耐驰特提供满足广泛市场需求的产品组

合，是您的理想合作伙伴。我们以实现目

标和解决方案为导向，将目前趋势和客户

需求融入发展当中。借助耐驰特的瓶坯生

产系统，高效率和高性能得到保证。我们

系统解决方案定位于最高质量、最短周期

时间和最低材料成本。

在当代，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们

时刻关注的焦点，可持续和可再

生材料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耐驰特对这一全球趋势予以

了特别关注。

为您带来的优势： 
以最低生产成本实现最高产量。 



PET-LINE和PETForm
为客户带来的效益 

企业的一切努力，都以最高效能为导向。

这意味着塑料部件的生产流程在设计上应

力求： 
– 极易实现再现性

– 生产周期时间最短

– 单位成本降至最低

为此，我们的专家团队提供坚实的保障，

他们负责针对您的特殊应用研发出合适的

最佳技术。在整个生产流程中，我们的专

家们都将伴您左右，随时为您提供最贴合

您生产需求的系统、技术和服务。我们通

过内部整合销售知识、应用技术和项目管

理，使作为客户的您可以利用具有高性能

潜力的生产系统顺利开展生产。

成功：您可依靠我们出众的机械技术、综

合的客户服务和全面的专业知识，在各个

关键领域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与PET-LINE与PETForm迈向成功之路 
最大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是瓶坯生产的关键

因素。用于生产PET瓶坯的PET-Line 与
PETForm生产系统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可归功于它们的高产能和出众的产品再现

性。您可因此优化生产，获得最高性能，

并拥有最新的创新技术为您服务。成果：

利用最高的再现性、最短的生产周期和最

小的能耗，将生产成本降至最低。

得益于我们培训中心推出的深入培训计

划，您和您的员工将可以最佳和高效的方

式对我们的设备进行操作。量身定制的培

训课程正是为此而设计的理想培训计划。

我们的课程内容是为满足客户的需求而设

计，可根据相关参加者的知识水平进行

调整。

客户注重的需求总是不断变化的，但不变

的是对质量的要求。这也是我们的客户持

续信赖我们优质设备的原因。

活跃于全球的注塑机，需求不断攀升。由于市场上成本压力和高

品质标准不断上升，如在最初阶段引入所有合作伙伴和供应商的

密切合作，可为客户带来如下利益：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可利用自

身积累的多年经验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为企业的应用提供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

20 PET包装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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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ET包装
其他信息

产品生命周期服务 –   
维持设备服务寿命的 
合作机制

在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耐驰特和克劳

斯玛菲都将为客户提供最有力的支持。解

决方案导向型服务和产品包括设备调试、

检修、部件供应和客户培训等，它有助于

提高生产效率，保证客户投资成效，并且

创建以客户利益为中心的长期合作机制。

启动阶段

– 调试

– 培训

– 维护咨询

– 部件搜索器

优化阶段

– 升级

– 能源优化

– 生产优化

– 远程支持

使用阶段

– 24小时备件服务热线

– 设备检验

– 设备校准

– 技术客户服务热线

停产阶段

– 生产再配置

– 设备翻修

– 设备租用

– 二手设备交易

联系方式:
–  PET-LINE服务邮箱： 
   service_pet@netstal.com
–  PETForm服务邮箱： 
   IMM-BoardofService@kraussmaff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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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集团分布于图中所有淡蓝色国家

Netstal 耐驰特
全球独一无二集团旗下的强大品牌

高端高性能和高精密注塑

耐驰特是一家在国际上提供高端高性能和

高精密注塑技术和系统解决方案的供应

商。我们提供的创新技术和服务，特别是

针对饮料、包装和医疗技术领域研发的高

效性能导向型技术方案，一直以来在我们

的客户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的生

产系统均以高速、精确、可靠、操作简便

和生产高效著称。我们坚持不懈地致力于

提炼卓越的技术标准，同时，得益于我们

的创新技术，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高性能

的生产系统。

全球分布 
我们在全球分布有八家分公司和30家分销

商，以此保障最佳地贴近客户。换言之，

我们可以尽快应对您的特殊需求，提供以

客户为中心的全方位服务。

个性化服务

在我们的客户服务为您提供一系列基于方

案的服务和产品支持的同时，得益于我们

的高可靠性和质量标准，我们在“传统”服
务的提供方面具有同样出色的表现。不论

是调试、故障排除还是客户培训，充分利

用了我们一流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耐驰特网站： 
www.netstal.com

KraussMaffei Group
全面的专业知识

USP技术3

拥有克劳斯玛菲、克劳斯玛菲-贝尔斯托

夫和耐驰特品牌，KraussMaffei 集团是

全球唯一家提供塑料和橡胶加工中不可

或缺的机械技术的供应商，集注塑、自

动化、反应和挤出技术于一体。

KraussMaffei集团拥有30多家分公

司、10多家生产工厂以及570家贸易和服

务合作伙伴，身影遍布全球。因此，我

们是您所要寻找的唯一专业合作伙伴。

诚邀您运用我们在业内全面且独一无二

的专业知识，与我们共同打造成功的未

来。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raussmaffeigroup.com
 



www.netstal.com

对于耐驰特而言，专注于客户的应用领域同样至关重要。

在PET包装制造瓶坯过程中，资深专家们为我们保驾护

航。依靠高性能PET-Line和PETForm系列，我们能为客

户提供广泛的产品组合。技术专家可随时为您提供饮料行

业特殊规定方面的建议，并为您应对高要求时提供最有力

的支持。我们的解决方案定位于最高质量，最短生产周期

和最低材料成本。因此，耐驰特毫无疑问是为您提供高端

PET包装解决方案的不二之选。

高质量系统解决方案
PET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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