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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Karl Stöger
总经理

亲爱的读者：

今年对我们来说真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SML
于4月份整体搬迁到位于
雷德海姆的新总部，距
离兰精市的公司原址约
14公里远。我们全新的
超现代化工厂空间是原

来的两倍大，这为公司
的进一步成长和发展提
供了完美的基地。新总
部建有一个技术中心，
未来几个月内技术中心
将配备全系列挤出生产
线和试验系统。

过去两个月内，我
们顺利完成了一条无菌
包装材料三重挤出复合
生产线的测试和展示，
并已发运给客户。该生
产线是我们产品系列中
的新成员，引发了客户
的极大兴趣，成为市场
上倍受关注的焦点。

在装运前的多次试运行
中，生产线的性能稳定
性给参观者带来了特别
的惊喜，已超出了我们
的所有预期。

SML的拉伸缠绕膜
收卷机以其卓越的技术
特性和规格而享有盛
誉。令人惊喜的是，我
们又一款新型高性能收
卷机问世了。新型号收
卷机是我们广受欢迎的
W4000-4S型收卷机的三
转塔型，它使得4.5米宽 
的 9膜卷PowerCast拉伸
缠绕膜生产线能够全自

动生产2英寸和3英寸卷
芯的手工膜卷和机用膜
卷。当收卷机达到这样
的生产规模和性能水平
时，没有能与它匹敌的
了。

在本期 TechRepor t
中，您将看到有关上述
主题的详细介绍以及公
司最新发展的新闻。敬
请阅读本期文章，请随
时与我们联系以获取更
多信息。

您真诚的

完美的工作环境
新总部的总建筑面

积为42,000平方米，其中
的大部分用作欧洲最先
进的塑料加工机械生产
基地。SML新总部的亮点
是新建的技术中心，将
为客户提供研发设施和
现成的演示系统。新总
部的建筑特色之一是宽
敞办公区的中庭，它将
是公司活动和非正式会
议的场所。SML新总部

所有设
施的设
计宗旨
是提供
完善的
工作条
件，促
进创新
和员工
之间的
开放交
流。

准确数据：

施工期            18个月

土地面积        90,000m2

总建筑面积      42,000m2

技术中心            3,100m2

办公大楼         6,000m2

教育和培训中心    900m2

生产和仓储      32,000m2

我们搬迁了!
02  SML新总部的创新集 
  群: SML技术中心

03 SML进入无菌包装领 
   域

04 SML扩大其纺丝生产 
     线的产品范围

随着上奥地利州雷
德海姆附近一片绿地上
的新总部顺利完工，SML
已经建立起世界上最先
进的挤出技术中心。SML
的新总部是最现代的塑
料加工机械生产基地，
拥有校园式研发和培训
设施，能激发未来挤出
方案的灵感。对SML来
说，新总部既是公司长
期成功的里程碑，也是
进一步成长和发展的坚
实基础。

经过18个月的密集
施工和准备工作，SML
新总部于 2019年4月正
式投入使用。所有业务
部门搬迁到新总部的工
作进展顺利，没有延误
正常生产。“对于我们
SML来说，新总部的落
成是一个明确标志，它
表明了我们在未来几十
年进一步扩大我们在挤
出技术领域领先地位的
决心。”SML公司的总
经理Karl Stoeger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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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推出新型单层PP片材生产线 

创 建 高 效 和 有 效
的循环经济模式，至少
在目前是关于塑料废弃
物讨论的最现实答案。
发布新型单层 PP热成
型片材生产线时，SML
明确了其恪守包装材
料易回收性的承诺。
新生产线应用了SML最
新的高速挤出技术，
为生产效率和低单位
成本制定了新标准。 

S M L的 技 术 总 监
Berthold Droege说：“考

虑到当前对于塑料废弃
物的讨论，SML预期，市
场需求将会明显转向易
于回收的单层或共挤PP
片材。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SML开发了一种新型
的单层PP热成型片材生
产线，其产能可达1,000 
kg/h，是适合中等生产规
模、雄心勃勃的新市场
参与者和所有希望生产
可回收材料的制造商的
理想机型。”

实现最高效率的HSE高
速挤出技术

SML新型生产线
的突出优点是生产效
率高和单位成本低，
这使得生产可回收杯
和托盘用单层 PP片
材真正具有竞争力。
新型生产线的基本型

可生产厚度为500-2,000
微米、宽度达 920毫米
的单层PP热成型片材，
同时，收卷机以 6英寸
收卷轴收卷直径达2,000
毫米的膜卷。新型单层
PP热成型片材生产线的
核心部件是高速挤出机
（HSE），生产线净产量
可达到800 kg/h，总能耗
低于300 Wh/kg。除高效
率外，SML高速挤出机还
具有熔体滞留时间短、
可快速更换原料以及占
地面积小的优点。

使用寿命长，经济效益
显著

SML的新型单层PP
热成型片材生产线有多
种不同选择和升级版。
采用加长型 42D挤出单
元，产量可提高15％以
上，拓宽了纯净新料和
回收料的工艺窗口。可
选装一台共挤挤出机，
让生产线具有更高的灵
活性。除了极低的运营
成本外，SML新型单层PP
片材生产线的投资成本
也适中 － 从产能看，
基本型低于1,000欧元/千
克。与SML生产的所有机
械一样，生产线的每个
部件都符合最高的质量
和寿命标准，从财务和
环境的角度看，它使SML
的新型单层片材生产线
成为未来的安全投资。

SML新总部无价的创新集群: SML技术中心
SML总部真正的亮点

之一是其负责研发活动
的全新技术中心。该中
心占地面积超过3000平方
米，是卓越挤出技术的
研发基地，配备有多条
生产规模的演示生产线
和最先进测试设备的实
验室，拥有校园式会议
和培训中心。

共创解决方案
SML技术中心正在运

行的演示生产线，用于
内部试验，也用于与客
户的联合研发项目。SML
与其合作伙伴一起使用
这些生产线测试新原
料、改善最终产品的性
能、改进生产工艺和开
发新产品。

为循环经济而
开发的机械

  产品种类                      生产线                           可供参观起始时间

流延薄膜生产线 SmartCast® Infinity                         48/2019

 配有MDO单元的流延薄膜生产线             Q1/2020

片材生产线 多功能片材生产线                          31/2019

涂覆生产线 FlexPack®                                 30/2019

长丝纺丝生产线 Austrofil® BCF                             18/2019

 Austrofil® CF                               30/2019

挤出技术 挤出机测试台 20/2019

 75mm 挤出机 40/2019

实验室 多种测试设备 已可供参观

bit.Wise 数据分析和可视化 已可供参观

SML各种产品的演示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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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新 型 三 重 挤
出复合层压生产线的推
出，SML已成功进入无菌
包装材料市场。与该领
域的大多数设备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SML的新型
生产线可加工软包装袋
用薄型纸张以及饮料盒
纸板材料，并保证产品
具有相同的高质量。

SML负责该生产线的
产品经理Mario Hoellnsteiner
说：“我们新型生产线
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 
从传统的无菌饮料纸板
盒到无菌软包装袋。生
产线的突出特点是不同
单元之间的超精准相互
配合。”毫无疑问，这
条生产线的设计中，最
大的挑战是建立一套既
能完美处理薄型纸张又
能加工纸板的系统。

灵敏的坚稳性
Mario Hoellnsteiner解

释说：“一方面，我们
必须在加工薄型纸张的
低张力区间实现非常敏
感和快速响应的张力控
制，另一方面是针对硬
纸板产品的坚固耐用设
计，并在两者之间取得
恰当的平衡。”SML能
完成这样的任务，得益
于一套精密的张力控制
系统，该系统能在几微

秒内实现不同PLC、驱动
器和测量单元之间的通
信。包括放卷机、复合
层压单元、预处理单元
和收卷机的所有机械部
件都紧密相连，彼此之
间配合完美。为生产出
最好的产品，设备中甚
至应用了不同的薄膜路
径和特定产品预处理单
元。

SMILE自动系统：内部
PLC、驱动和接口编程

SML新型复合层压单
元的张力控制系统完全
是现场开发的，因为SML
是市场上为数不多的拥

有充分资源，
可以进行内部
PLC、驱动和接
口编程的供应
商之一。 SML
认为这是一个
强大的竞争优
势，特别是以
简单直接的方
式完成复杂任
务时，以及设
备交付后提供
最快捷的服务
支持时。

耐用的机器设计 – 适
用于重载

SML的三重挤出复合
层压生产线采用精心装
配，结合了耐用的机械
设计、可靠的部件和最
先进的技术，具有最高
水平的用户友好性和生
产效率。由于三重生产
线的特殊结构，更换原
材料和进入生产线各个
组成部分都非常简单便
利，客户的主要要求之
一是尽可能快速和无废
料更换材料。生产线的

一个关键技术亮
点是1800型全自动
重型收卷机，配
有膜卷和收卷轴
自动处理系统，
适合收卷膜卷重
达4吨的重型产
品。

超精准
TECH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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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最高机械速度： 400 m/min

辊宽： 1,500mm

产品宽度： 700 - 1,350mm

产品总重： 150 - 400 g/m2

产品结构： LID (laminate/inside/decor)

收卷大直径膜卷的W1800型重型收卷机

随着新技术中心的
启用，SML将推出其生
产规模的成熟FlexPack®
挤出复合层压生产线演
示线。新演示生产线配
有两台转塔式放卷机，
可以最高450m/min的速
度加工宽度为800mm到

1,650mm之间的基材。
生产线的其他技术特
点包括共挤、臭氧喷淋
装置、电晕预处理和底
涂层工作站。新型Flex-
Pack®演示生产线的复
合层压单元可以是标准
的复合装置，也可配置

SML的专利DoubleCoat模
块，两个单元之间可转
换。

由 于 不 同 技 术 特
点的多样化，SML的新
型生产线可用于多种
产品应用，从特定的产

业应用到软包装材料和
医用产品。SML的Flex-
Pack®演示生产线将于
2019年下半年开放供客
户试验。如要获取相关
的详细信息或规划参
观试验，请联系 Mario 
Höllnsteiner (hom@sml.at)。

即将推出新型FlexPack®演示生产线

SML进入无菌 
包装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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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扩大其纺丝生产线的产品范围

SML正将其纺丝生
产线的产品范围扩大到
新的水平。拥有更高产
能和全新功能的新型BCF
三色纺丝模块将于2019
年年中与增强型入门级
单色纺丝生产线一同推
出。在CF纺丝生产线的
选择中，SML已经为PA6
和HDPE准备了MT和HT系
列机型。

在 B C F 产 品 领
域，SML完成了一条产能
为11.5吨/天的新型三色

生产线的开发，为地毯
生产提供了最高的效率
和灵活性以及BCF长丝的
常用颜色组合范围。和
已成为全球市场固定装
备的SML已有三色模块相
比，新型生产线的产能
提高了50％，性价比更
高。此外，新设计还为
客户提供了实用的操作
选择：生产线既可用作
一台大型设备运行，也
可作为三台完全独立的
单色生产线，生产小批
次产品。新型纺丝组件
的使用将开机准备时间
缩短60％以上，使长丝
产品的产量更高。

占地面积最小的卧式设
计

SML BCF纺丝生产线
的关键优势之一是其独

特的卧式设计，能确保
直接进入生产线的所有
关键部分，使设备的操
作和维护简单方便，同
时降低了设备对厂房高
度的要求。新型三色生
产线配置了最新一代的
低宽度纺丝组件和更紧
凑的牵伸单元，其紧凑
的占地面积与立式设计
的机型相差无几。

新型小批次BCF纺丝生产
线

SML的下一条BCF纺
丝生产线于2019年6月投
放市场，是一条产能为
5吨/天的单色BCF生产
线。这条新生产线结合
了SML在产品质量和精度
方面的高标准。SML的单
色BCF纺丝生产线专门为
首次进入地毯行业的投
资者和已进入市场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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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重要展会信息

展会名称                       地点    展台号 日期

PROPAK   缅甸  N11 9月12-14日 

T-PLAS  曼谷   9月18-21日

K'2019  杜塞尔多夫  17/C39-42 10月16-23日

地毯生产的最
高效率和灵活
性

Austrofil® BCF长丝纺丝生产线

批次生产厂家而设计。

所有BCF纺丝生产线
都配置有SML的专利变形
系统，拥有长期的成功
记录。该变形单元与冷
却鼓的最佳冷却条件相
互作用，保证长丝获得
最佳的卷曲变形，大幅
降低地毯制造的原材料
成本。

生产PA6 MDY和FDY的改
进型CF生产线

在CF产品领域，SML
完善了其成熟的纺丝
生产线，最显著的是提
高了原材料的灵活性。
新的改进型生产线以生
产PP长丝的标准型MT/
HT4x2生产线为基，现也
可用于生产PA6 MDY和
FDY产品。这些技术改进
极大地扩宽了应用的种
类，使制造商有机会以
最低的额外成本一步到
位地开拓新市场。

HDPE连续长丝
应客户要求，实施

了小幅升级后，现在可
以在SML的某些生产线上
生产HDPE长丝。HDPE长
丝产品具有优异的触感
和独特的机械性能，用
于生产针织织物，或编
织成特殊的绳索—一个
重要的应用领域是渔网
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