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L新开发的配方使

得在其流延拉伸薄膜生产线

上生产高质量青贮膜成为可

能。和吹塑法生产青贮膜相

比，这种新方法具有一些核

心优势：更高的产能、显著

降低的生产成本以及优化相

关薄膜性能的可能性。

青 贮 膜 主 要 用 于 农

业，用以捆包保存青贮饲

料、干草和玉米。青贮膜包

裹住捆包，可抑制过度发酵

过程并保留内含物的营养价

值。为易于缠裹打包和在

整个储存期间适当保护捆

包，这些薄膜的质量要求

相对较高。到目前为止，

青贮膜主要是吹塑薄膜，

因为与流延薄膜相比，吹塑

薄膜更容易获得适当的抗冲

击强度、粘附性和透氧性。

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保持高“粘性”

通常，在SML流延薄

膜生产线上生产的青贮膜

至少有5层。捆包用青贮膜

的独特之处在于，粘附层必

须在膜卷的外表面，并且“

粘性”必须非常高，而良好

的粘附性指标是在 5-10 N/
m之间。“在流延过程中，

将粘附材料放在膜卷的外表

面是一项简单任务。我们有

几种可能的方法来保证高粘

附性。” SML的产品经理 

Rauscher说。流延薄膜生产

线既可以使用液态PIB生产薄

膜，也可以加工PIB粒料，而

目前首选的工艺是不使用液

体。此外，不含PIB的青贮膜

也可达到高粘附水平。这种

解决方案可降低处理成本，

因为以PIB为基的青贮膜通常

需要在加热的储藏室中“静

置”至少48小时。不含PIB的
流延青贮膜粘附性测试值为

8-9 N/m。

抗紫外线的“爽滑层”

青贮膜的另一表面必须

具有高爽滑性。‘爽滑层’

可确保包装好的捆包在运输

和存储过程中不会破损。按

照惯例，这一层也要添加抗

紫外线母料。抗紫外线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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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Karl Stöger
总经理

亲爱的读者：

我 相 信 并 希 望 你 们
都身体健康，生意走上正

轨。2020年比我们想象的更
加动荡，这场疫情当然会使
提前规划变得更加不易。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

们为之工作的很多行业在经
受损失的同时也从中受益。
除了这一困难时期的人类悲

剧之外，对于像SML这样的
企业和我们的许多客户来
说，正在出现的新机遇可以
弥补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
重影响。但是，尽管新冠肺
炎可能会刺激很大一部分“
塑料共同体” 的经济，我
们还是希望克服这场健康危
机，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在这期技术报告中，

我们汇集了一系列关于SML
新技术和发展的有趣文章。

由于可回收单一材质包装的
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客户对

我们流延MDO生产线的需求
也在激增。新推出的双框架

MDOs是生产线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它使得各种单向
拉伸薄膜的广泛应用成为可
能。

除音乐、山脉和机械
之外，奥地利还有肥沃的农
田。去年夏天，奥地利农民
对安装在我们技术中心的

SmartCast Infinity拉伸缠绕膜
生产线生产的流延青贮膜进
行了大量的测试。这种流延

膜的性能不仅超过了类似的
吹塑薄膜的所有要求，而且
超出了农民初次试用流延青
贮膜的所有预期。

纸与塑料在包装中的对
比是一个备受讨论的话题。
在一篇特别文章中，我们试
图为这场争论做出中立的贡
献。

我希望您会发现本期
的这篇或其他文章的有趣之
处。敬请阅读！

您真诚的

剂可以减少阳光照射带来的薄

膜损坏，从而保护捆包。

产能更高，利润更高

生 产 流 延 青 贮 膜 的

理 想 辊 宽 是 7 5 0 m m， 因

此，SML的拉伸缠绕膜机型

MiniCast和SmartCast是最佳

选择。MiniCast同时生产2个 
750mm的膜卷，SmartCast的
产量是前者的两倍，可同时生

产4个750mm的膜卷。从产能

的角度看，SML的SmartCast
无疑是赢家，因为它的产能是

最先进的吹塑薄膜生产线的两

倍。鉴于其显著的更高产能，

采用流延工艺生产青贮膜比吹

膜工艺的成本效益更高。

提高利用率

除此之外，SML的流延

膜生产线不仅生产青贮膜这

种季节性产品，同样的生产线

也可生产传统的拉伸缠绕膜。

采用流延工艺，制造商能够进

一步提高其挤出生产线的利用

率，这也对其盈利能力产生有

利影响。

流延膜是新型吹塑薄膜?

04 发泡A-PET杯的耐热温度 
   达到140°C



纸和塑料-

环保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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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人造
材料都有
其生态足
迹

SML新一代MDO单元最引
人注目的特点是包含两
个独立框架的设计。生
产线的一体化装置保证
了生产速度高，而双框
架系统则提供最大程度
的维护友好性。

SML新型 MDO单元
的两个框架彼此间可重
新定位。两个框架之
间的距离精确定义了
拉伸间隙的长度。拉伸
间隙长度在线可调，由
此，MDO加工工艺可适
应不同的聚合物和相
应的生产线速度。“最
终，薄膜所有纵向和
横向的基本力学性能由
拉伸间隙的长度决定。
我们的系统既能最大限

度地控制薄膜性能，又
可确保极高的生产速
度。”SML的研发主管
Robert Preuner解释说。

快速清洁，停机时间更
短

清洁和维护时间大

大缩短，和由此带来的
成本效益提高，是SML

新一代MDO单元的主要
优势。在框架内侧有通
向辊筒的通道，便于操
作人员快速、舒适且安
全地进行清洁维护。此
外，MDO单元中包括压

辊的所有辊筒均
配有快速换辊机
构。如有必要，
借助于生产线上
的起吊装置可快

速方便地更换辊筒。

适用于聚烯烃和PET

SML的“双框架设
计”可提供短间隙和长
间隙两种拉伸工艺。因
此，SML的新型MDO单元
不仅限于加工聚烯烃，
而且完全适合PET的应
用，例如糖果包装扭结
膜、胶带、需要较长拉
伸间隙的瓶身收缩标签
膜以及铁罐或铝罐的内
层复合膜。

SML最新一代MDO单元

突破性的双框架系统，拉伸间隙在线可调

快速换辊
成本效益高
维护方便

在 快 速 消 费 品 零
售业中，用纸板或纸张
代替塑料包装的趋势越
来越明显。虽然由这些
材料制成的单一材质包
装在市场上已有很长时
间的广泛应用，但许多
新开发的纸板或纸质包
装解决方案实际上是复
合材料或层压制品，因
其中含有塑料而受到批
评。

“ 不 管 包 装 是 由
金属、玻璃、纸张还是
塑料制成：每种人造材
料都有其生态足迹，不
可能一概而论地认为一
种材料好于另一种材

料。”SML的市场部经
理Susanne Kohlberger
评论道。零售公司目前
所有要求背后的关键问
题是：这些被宣传为“
纸”或“纸板”包装的
新型复合结构的环境安
全性如何？事实上，纸
板和纸张本身既不能提
供足够的防潮保护，也
不能阻隔氧气，它们依
靠与塑料的共生来获得
这些性能。

回收利用具有挑战性
根据许多欧洲国家

的法规，纸质或纸板包
装可含有高达15%的其
他材料，其中最重要的

是塑料。与纸
张 或 纸 板 单
一材质包装相
比，这些复合
材料或层压制
品更难回收利
用。从技术角度来看，
可通过耗能的过程将大
部分纸张/纸板与复合
结构的其余部分分离。
通过这种回收过程得到
的纸浆纤维相对较短，
只能用于生产数量有限
相当简单的产品。从标

记为“纸”或“纸板”
的包装材料中提取的塑
料不能得到有效回收利
用，要么被倾倒，要么
在焚化厂焚烧。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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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金属化薄膜 
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 
的超宽生产线

超 宽 C P P薄 膜 生
产线是大批量生产CPP
金属化薄膜的一种经济
高效的解决方案。SML
提供超宽流延薄膜生产
线，生产用于包装食品
和纺织品的CPP薄膜，
特别是在亚洲非常流行
的CPP金属化复合膜。
这些CPP薄膜生产线通
常生产5层结构薄膜，薄
膜最大宽度为6.5m。

常 用 的 挤
出 机 组 合 为 Ø 
180/90/90/90/90mm，
为后续的金属化工艺而
设计。SML最大的CPP
生产线年产量为2万吨。

SML用于生产CPP
金属化薄膜的挤出机还
配有盘式或烛式过滤
器。这些大面积过滤器
能够在小于 30巴的压
差下去除颗粒甚小的胶
团，避免薄膜在后续的
金属化加工过程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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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最大的
CPP生产线
年产量为2
万吨。

缺陷。

节约成本 - 减少特殊聚
合物和特定层中添加剂
的用量

SML使用 5层分流
道，可与3层多歧管模头
结合使用。薄膜层次的
结构优化和薄膜外层的
厚度减少有助于降低成
本。在热封性能方面，
使用特殊的高端热封性
茂金属聚合物，其提供
了较低的初始热封温度
和优良的粘合强度。在
薄膜金属化方面，使用
性能优异但昂贵的PP三
元共聚物，确保薄膜与
蒸发铝的附着性良好。
另一个成本优势来源于
较薄外层中抗粘连添加
剂用量的减少。

边条较少
生产超宽CPP薄膜

进一步最小化了边条相
对于薄膜净宽的比例。
通过边条挤出机实现 

 
 
边条在线回
收，是SML
的 CPP薄膜
生产线获得
商业成功的
重要因素。

收卷技术大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

对 于 超 宽 C P P流
延薄膜生产线，SML推
荐其 W6000转塔式收
卷机，收卷膜卷的最大
外径为1,300mm。 对
于 厚 度 为 2 5 µ m的 薄
膜， W6000转塔式收
卷机收卷的薄膜长度为
50,000米–50公里！与
以前直径为 1,000mm
的标准膜卷相比，薄膜
长度增加了75%。最大
直径为1,300mm的膜卷
非常适合在最先进的真
空蒸镀机中进行后续的
金属化加工。“更大的
膜卷直径是提高CPP金
属化薄膜生产效率的主
要因素。由于换卷次数
更少，真空蒸镀机的相
对运行时间更长，蒸镀
机启动或停机、释放或
抽真空时产生的废膜更
少。”SML的流延薄膜
挤出产品经理Alexander 
Bruckmüller说。

SML最新一代MDO单元

突破性的双框架系统，拉伸间隙在线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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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可生物降解塑料的
复合结构

如今，将可生物降
解塑料（如PLA）涂覆在
纸张或纸板上是最先进
的生产工艺，SML向市
场提供了几条涂覆和复
合生产线，它们采用与
传统聚合物相同的加工
方法生产PLA的复合材
料。通常，用于涂覆层
或复合包装材料中的可
生物降解塑料必须具有
与常规塑料相同的基本
性能。然而，在回收过
程中可生物降解塑料与
传统塑料混合时会产生
严重问题。现在需要回
答的关键问题是，如果
回收过程极其复杂且耗
能，并且原材料 - 纸板
或纸张 - 其生产过程的
污染水平相当高，那么
如何使循环经济变得生
态友好呢？

单一材质是替代选择
应 该 考 虑 到 ， 对

于许多包装产品而言，
单一材质包装可能是更
环保的解决方案，因为
其回收过程不那么复杂
且能耗更低，并且已经
有现成的基础设施，这
既适用于纸张和纸板，
也同样适用于塑料。当
包装产品需要诸如透明
度、防潮性或氧气阻隔
性等性能时，塑料的应
用是不可避免的：无论
是用在复合材料或涂覆
层中，还是用作单一包
装材料。尽管有各种相
反的说法，但有相当多
的证据表明，包装中新
的单一材质解决方案至
少与标有“纸”或“纸
板”的模糊复合产品一
样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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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必需的。”Martin 
Kaltenecker解释道。

演示生产线开放供考察
除了为试运行而订

购的设备以外，SML总
部的技术中心还有多条
用于研发和演示的生产
规模试验线在运转。经
负责的销售和产品经理
确认后，所有这些设备
可供客户考察和测试。

发货前100%试运行
有风险意识的客户

选择SML生产线的一个
主要原因是，我们能够
在交付前在SML总部试
运行整条挤出生产线。

正 如 S M L的 销 售
主管Martin Kaltenecker
所说：“在交付所有
的复杂部件（如加工
特殊聚合物的收卷机
或挤出机）之前，通
过进行完整的组装和
功能测试，我们实现
了‘100%试运行’的
口号。”在离开上奥地
利州雷德哈姆的 SML

总部生产车间之前，所
有的重要机器部件都会
在测试平台上运行。 

发货前的内部验收
特 别 是 那 些 订 购

了复杂、非标设备的客
户，他们正越来越多地
利用这个机会，在交付
前使用特定的原材料对
整条生产线进行试运
行，这为双方提供了客
户现场最终安装后快速
调试的前景。生产线在
SML进行试运行时，客
户有机会让员工在交付
前熟悉新设备，还可以

在投产前生产样品。

然 而 ， 并 非 总 是
需要安装整条生产线做
试运行：“另一种选择
是在我们技术中心的
演示线上进行与生产
相关的测试，这越来
越受到我们客户的欢
迎。这意味着，对于每
一个项目来说，在我
们总部耗时耗资地安
装客户的整套设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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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质量:

热灌装应用

发泡A-PET杯的耐热温度达到140°C 
SML可以在雷德哈姆

技术中心的试验线上生产
耐热温度高达140°C的发泡
A-PET片材。除了优异的
耐热性能和机械性能外，
这种材料还可100%回收利
用。

“我们的创新为新
型热灌装产品应用铺平了
道路，尤其是需要在超高
温度下加热高油脂食品的
领域。”SML的产品经理
Max-Phillip Lutz解释道。另
一个有前景的应用是热灌
装之前需进行高温蒸汽灭
菌处理的乳制品杯。

提 高 A-PET片 材 耐
热性能的研发活动主要是
受客户需求的启发。我们

的研发合作伙伴是荷兰的
热成型和模具公司Kiefel 
Packaging B.V，在他们的
工厂完成了热成型产品系
列试验。

SML试验线生产的
热成型片材不仅耐热温度
高达140°C，而且在尺寸
稳定性和隔热性能方面也
表现优异。“这种热成型
热灌装片材可用微波炉加
热，也可放在传统的烤箱

2021 年重要展会信息
鉴于当前的疫情，我们会在www.sml.at网站上为您提供最新信息。

中烘烤。徒手握一个装满
140°C热油的杯子几分钟
是没有问题的。” Max-
Phillip Lutz说。

继耐热发泡A-PET片
材系列试验成功后，SML
目前正在其技术中心进行
多项有前景的试验，有望
生产一种新型发泡PP片
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