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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我希望您一切顺利，
也希望在这段动荡的时期
您的业务保持强劲增长。
令人伤心的是，我们的世
界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定
了，封锁、军事冲突、制
裁、能源成本飙升、供应
短缺、高通胀率，所有这
些都为我们带来损失，谁
知道还会有什么意外？

对于整个行业而言，
稳定发展的根本条件不易
把控。市场越来越难以预
测，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
方式影响着我们。市场的
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的投
资意愿，我们都在经历的
普遍焦虑正阻碍人们追求
美好的未来。

对SML来说，迫在眉
睫的问题是供应短缺，特
别是电子元器件的供应，
许多机械零件的供应短缺
也在日益加剧，增加了我
们按时交货的难度。另一
个主要的担忧，是需要从
子供应商采购的产品价格
出乎意料地大幅上涨，这
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的
利润，进而我们需要调整
报价。

所有这一切的一线
希望是，市场对于我们客
户产品的需求非常强劲。
面对上述所有看似不可逾
越的障碍，我们依然对发
展之路抱有期待。总体而
言，塑料行业的产能保持
稳定增长。

2021年是我公司有史
以来业绩最好的一年，2022
年会更好，但我们没有忽
视研发工作。本期报告中
您会看到我们的技术创新
案例，敬请阅读。

编者的话

Karl Stöger
总经理

SML在设计制造流延
压纹薄膜生产线方面拥
有多年经验，新型多层
共挤农膜生产线是我公
司在农膜领域的首次涉
足，为农膜生产厂商开
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2021年 12月， SML
向Ginegar公司（特拉维
夫证券交易所股票代
码：GNGR），高档农用
覆盖膜的全球领导者，
交付了其第一条定制多
层共挤流延农膜生产
线。该生产线是为生产
14 g/m²到40 g/m²厚，专门
用于抑制杂草生长、保
持土壤湿度、吸引
或趋避害虫以及改
良土壤环境的压纹
地膜而设计的。

SML的产品经
理Alexander Bruck-
müller解释说：“
对于这些应用来
说，压纹膜的主要
优势在于其韧性和

柔软度。”SML多层
共挤流延生产线的
熔融压纹单元赋予
薄膜均匀的哑光表
面，压纹之前的挤出工
艺允许生产彩色薄膜。

SML的干法压纹地膜
生产线有助于Ginegar公
司全力支持全球农业产
业：“50多年来，Ginegar
公司一直在持续投资
并坚持采用最先进的技
术，以保持行业领先优
势，并为我们的客户提
供最佳解决方案”，该
公司首席运营官Alasker 
Napso说。

这 条 定 制 生 产 线
配置了最先进的W2000
收卷机，配有自动上卷
芯和卸卷系统。由此，
小卷径膜卷的生产得到
优化，而小卷径膜卷更
方便农民在田间手工操
作。

Ginegar在农用方面
的另一个要求是收卷
机上的无回折切割装
置。换卷时，这一装置
可确保薄膜贴附到新卷

芯上时不产生
折痕。“这对
我们的客户非
常重要，因为
膜卷会直接送
到农民手中，
他们通常会用
完整卷地膜，
直至膜卷的末
端。”Alexander 
Bruckmüller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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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 无需水处理
• 低维护
• 压纹压力较低， 
  硅胶辊筒使用寿命更长 

农用压纹膜
SML多层共挤流延薄膜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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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可轻松将较重的印

刷套管标签与原始容器

分离。相反，完美贴附

在PET瓶上的COC收缩膜

标签，通过相同的过程

也很容易与有回收价值

的容器材料分离开来。

将生产率提升到更高水

平

尽管套标热收缩膜

在很久以前即为成熟产

品，但今天挤出机械技

术仍在不断进步，以帮

助将生产率提高到更高

水平。SML不断开发生

产套标热收缩膜的专有

技术，其挤出生产线应

用积累数十年的工艺技

术，以确保其最高的灵

活性和生产率。

这允许我们的客户

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加工

多种原材料，特别是在

生产前无需进行预干燥

处理。这样，即使是小

批量定制产品也可以非

常经济地生产。

SML的挤出技术涵

盖了套标热收缩基膜生

产的全过程 - 从原材

料进料到收卷和卸卷，

其可靠性已被多次成功

证明。

贴合。收缩套标签具有
多种优势：

• 与传统印刷方法相 
  比，收缩套标签具有 
  出色的视觉外观和广 
  泛的设计可能性
• 能够与复杂形状的容 
  器完全贴附
• 强度更高抗穿刺性能 
  更优异
• 可在收缩套标内表面 
  印刷
• 采用翻转印刷技术， 
  标签耐磨性能好
• 使用后易于剥离，便 
  于回收

聚合物趋向于使用PETG
和COC

收缩套标的热收缩
膜可由PVC、PETG、COC
或苯乙烯基共聚物等不

热收缩套标膜为承
载产品信息和品牌推广
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可能
性，零售商、消费者和
回收厂商被其突出的特
点所吸引。因此，标签
膜市场能够稳步增长就
不足为奇了。

根据marketsandmar-
kets”提供的一项市场
调查，在未来几年收缩
套标的需求将以每年5 
- 6%的速度增长，市场
规模将达到144亿美元，
预计年增长 8亿美元左
右。根据AWA（Alexander 
Watson Associates）提供的
另一项研究，全球年产
量将达到112.13亿平方
米。所以，稍微计算一
下可得知，每年约有77
万吨聚合物被加工成收
缩套标。

收 缩 套 标 是 高 端
产品，尽管PETG或COC
等原材料的价格绝不便
宜，但其销售利润非常
诱人。

外观漂亮，多种优势
收缩套标签在使用

前须先印刷，随后收缩
套管套在容器上，薄膜
受热收缩后与容器紧密

同类型的聚合物制成。
虽然PVC原料能够提供
良好的产品性能且原
材料成本低廉，但其可
回收性很差，环保性不
佳。PVC在消费品回收
方面的负面影响迟早会
让其从市场上消失，这
一极有可能的设想，意
味着PETG和COC等环保
型聚合物的市场前景广
阔。因此，许多热收缩
膜生产厂商在投资新设
备时把目标转向了PET和
COC聚合物。

浮沉法分离，易于回收
塑料薄膜生产厂商

并不是唯一从“向更环
保型材料转换”中受益
的企业。PET收缩膜标签
与聚烯烃容器相结合，
通过简单的浮沉法分

热收缩套标膜：

细分市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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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技术中心安装了新
一代片材生产线的第一
台设备。新型多功能生
产线拥有全新的设备布
局，其占地面积比以前
的型号减少了25 %。

新一代片材生产线
配备高端部件，能够以
高达100%的消费后回收
料(PCR)生产厚度范围在
150-1,200 µm之间的片材
产品。该生产线的设计
产能为1,200 kg/h，片材

新一代多功能PET片材生产线
净宽为1,150 mm。

SML新一代片材生
产线配备了热复合装
置，可将PE薄膜复合到
PET片材上。生产线的
中间层挤出机配有氮气
或二氧化碳气体加注装
置。该生产线最重要的
特点，是能够以PET、PP
或PS生产普通热成型发
泡片材的潜力。新型片
材生产线代表了最高的
生产灵活性，适用于多
种不同产品的生产。

如 果 您 有 兴 趣 来
SML奥地利总部参观这条
正常运转的生产线，或
如果您想预订样品和进
行生产开发，请与我们
联系。

拉伸缠绕膜是为大
规模市场批量生产的产
品，在大规模市场中，
可持续性的话题无处不
在。使用生物基LLDPE是
利用可再生资源生产拉
伸缠绕膜，是一种相对
较新的环保做法，另一
种节约资源的方法是减
少收卷过程中的纸芯用

量。SML仔细研究了这些
环保方法。

在过去几年中，市
场上出现了多种化石基
PE的替代品。一些原材
料制造商正在推广以甘
蔗、妥尔油、纤维素或
其他生物原料为基的LL-
DPE。这些原材料制造商

的共同主张是：以可再
生资源生产的LLDPE，其
外观和性能都与化石基
PE相类似。然而，这种
说法的承诺能否在实际
生产条件下兑现呢？

在SmartCastInfinity生产线
上加工从甘蔗生产的LL-
DPE

巴西原材料制造商
Braskem和SML对此进行
了测试：在SML总部的
SmartCast Infinity缠绕膜
生产线上，两家公司用

从甘蔗生产的 LLDPE（
环保型 PE）生产了超
过100,000 kg的拉伸缠绕
膜。SML产品经理Thomas 
Rauscher说：“在这次试
生产中，我们没有发现
任何工艺方面的劣势或
偏差。”

与化石基PE有什么质量
差异吗？

以可再生 LLDPE制
备的所有拉伸缠绕膜交
付给了不同的用户，他
们在缠绕膜打包机上使
用这种拉伸膜的方式与
使用化石基原料制成的
薄膜的方式完全一样。
简言之：最终用户分辨
不出传统薄膜和在SML 
SmartCast Infinity生产线上
使用Braskem的原材料生
产的生物基薄膜有什么
区别。Thomas Rauscher继
续说：“因此，这证明
了可再生LLDPE是拉伸膜
生产中化石基PE的一种
可行替代品”。

拉伸缠绕膜和可持续性：
它如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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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膜市场正
在稳步增长

新型片材生产线能够
以高达100 %的消费
后回收料(PCR)生产
片材

www.sml.at

甘蔗或造纸工业残渣（妥
尔油）等可再生资源

PCR, PIR和化学回收

用户加工和使用 
高端拉伸缠绕膜

加工成LLDPE 
原材料

高端拉伸缠 
绕膜的生产

以碳中性原料生产的 
拉伸缠绕膜循环回收

PCR和<
PIR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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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功能涂覆生产线，
用于生产工业用涂覆产
品，例如建筑材料和汽
车产业用涂覆产品。经
过艰难的投标过程，SML
最终中标。

已完成安装调试的
新涂覆生产线100 %按照
Lenzing Plastics的特定要求
量身定制。尽管其产品
宽度达3.2米，但新生产
线在生产灵活性、操作
舒适性以及数字化和功
能创新方面树立了新的
标杆。

快速更换产品
由于Lenzing Plastics生

Lenzing Plastics和SML
的联系不仅仅在于它们
在上奥地利州的地理位
置邻近，两家公司还有
共同的过去和根源，从
而有着密切的“亲缘关
系”。两家公司都曾是
奥地利兰精股份公司的
业务部门。SML于1995年
从兰精股份公司独立出
来，而Lenzing Plastics在
2000年也作为一家独立运
营的公司从兰精股份公
司拆分出来。

两 年 前 ， L e n z i n g 
Plastics决定投资一条现代

同根同源： 

为Lenzing Plastics量身定制的
多功能涂覆生产线

产的产品种类繁多，而
后者在不同产品宽度灵
活性、涂覆基材种类和
加工的聚合物种类方面
有 着 很高的要求。另
一个同样苛刻的要求是
两次生产运行之间的设
置时间极短。

全新操作界面
SML全新的SMILE系

统操作界面与数据生成
和分析工具BitWise相结
合，保证了这条新涂覆
生产线的操作舒适性。
特定配方的最大限度生
产可重复性是有效的质
量控制和产品质量稳定
的坚实基础。

由于Lenzing Plastics
和SML技术人员之间的密
切合作，两家公司都能
从中受益并巩固其领先
地位。鉴于该项目的成
功，双方共同承诺在未
来进一步合作。

该涂覆生产线在生
产灵活性、操作舒适性
以及数字化和功能创新
方面树立了新的标杆。

型号: 挤出涂覆和复合生产线

产品宽度： 2,200 - 3,200 mm

最高生产速度： 150 m/min

涂覆材料： LDPE, PP, EVA, EAA, EMA, TPE, TPU,…

最大挤出量: 挤出机 A (90/33 LD): 380 kg/h
 挤出机 B (135/33 LD): 750 kg/h

产品： 建筑材料、屋顶防水材料，汽车和工业用涂覆材料

技术数据

该涂覆生产
线在生产灵活
性、操作舒适
性以及数字化
和功能创新方
面树立了新的
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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