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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提供卫生防护材料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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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产线非常适合传统
的透气膜与无纺布热熔
胶复合，以及挤出涂覆
和复合层压。透气性和
非透气性材料可在同一
条生产线上生产。

02 Austrofil® BCF: 
   两种纺丝生产模式

03 SmartCast Infinity:  
   生产规模试验线

04 气候变化： 
   塑料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在 当 前 的 困 难 时
期，卫生防护服的市场
需求极大，而全球的产
能有限。SML奥地利总
部现有一条配置齐全
的生产规模 FlexPack生
产线，配有其专利Dou-
bleCoat工艺装置。这条
生产线非常适合生产卫
生用品材料，例如防护
服和手术覆盖物。该生
产线可供客户试用，
客 户 也 可 直 接 从 SML
购买，发货期极短。 

SML的FlexPack生产
线用于生产性能优异的

高技术功能材料。复合
层与涂覆层（比如TPE）
相结合，为阻隔细菌和
病毒提供高效屏障。材
料的透气性和弹性让生
产出的防护服装具有极
佳的穿着舒适性。

功能服装，例如：透
气性防护服
卫生应用，例如：卫
生巾/尿裤中的透气层
医疗应用，例如：防
护服和手术覆盖物

先进的工艺技术
SML的DoubleCoat技

术集成到FlexPack挤出涂
覆生产线中，将挤出涂
覆和热熔胶复合层压结
合起来，彻底改变了超
薄功能面料和薄膜的生
产方法。除此以外，这

高技术与
功能

技术数据：

产品          卫生用品、工业应用和软包装 

产品宽度(FlexPack®1800)    800 – 1,650mm

涂覆重量            7 – 50 g/sqm (取决于产品)

涂覆结构           3 层

最高生产速度            450 m/min (无轴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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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向市场推出一
条以新型 Austrofi l®BCF 
PP 6x2三色纺丝生产线
为原型的灵活生产线。
这条纺丝生产线结合了
现有的成熟“双机”
和“三色”生产线模
块的优点，支持两种
不同的生产模式：模
式1，大批量生产三色
或单色长丝，产量为 
480 kg/h，12个丝饼；模
式 2，同步生产三种不

同规格的小批次单色长
丝，每批次产量为 160 
kg/h，4个丝饼。

模式1专门用于大
批量生产相同规格长
丝，而在模式2中，不同
纤度、支数和颜色的三
种批次单色长丝可以彼
此完全独立地生产。标
配的失重式称重配料系
统可确保所有产品具有
最佳的颜色均匀性和生

产可重复性。与SML的
所有BCF纺丝生产线一
样，新型Austrofil®BCF 
PP 6x2三色纺丝生产线
的产品覆盖了从1,000
到 5,000dtex的纤度范
围。

新型纺丝组件设计，
每束长丝包含700根单
丝

Austrofil®BCF PP 6x2
三色纺丝生产线的特
点是应用了多项创新 
技术。新开发的纺丝
组件使每束长丝可包
含700根单丝，在单丝
纤度较低时也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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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良好的SML挤出
生产线预计可运行数十
年，但随着时间推移，
电子部件和设备控制系
统在不断更新换代。为
了充分利用老旧挤出生

产线，满足将来的市场
需求，SML可根据客户
的特定要求改造升级电
子设备。 从短期和长期
来看，投资SML的机械
设备都可为客户带来红
利。SML在设备服役周
期的所有阶段提供全面
的点对点技术支持。此
外，SML还为老旧设备提
供最新电子系统和数字
技术改造升级服务，以
满足当前的标准。

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SML与客户密切合

作，开发高度定制化的
改造升级解决方案，范
围从仅仅更换PLC（或所
有控制部件）到成套设

电子设备改造升级 － 
使长期运行的挤出生产线适
应将来的生产

备升级改造，在这种情
况下，包括所有直流电
机、电缆和控制柜的全
部电气部件都将更新。 
适合客户的最优解决方
案取决于多种因素，如
运行状况、设备年限、
产品和经济方面的考
虑。

SML为一家亚洲公司
成功完成了项目改造。
在SML的支持下，客户将
一条已运行14年的涂覆

生产线从中国搬迁到印
度，并在那里重新启动
设备。在调试期间，根
据客户的特定要求，SML 
对生产线软件实施了全
面升级和优化。

Austrofil® BCF: 
两种纺丝生产模式

极具灵活性的生产线结合了
双机和三色生产线的优势。

纤度较高的产品。SML久
经验证的专利变形技术
可确保最佳的产品质量
和变形度。

便利的数字化控制系统
尽管这条生产线的

产能巨大，但设备仍保
持较低的高度和较小的
占地面积，以节省宝贵
的车间空间。生产线的
新可视化控制系统使设
备操控更为直观，与SML
的bitWise数据记录和分析
系统配合使用，可以更
精确地进行质量控制和
分析，并可以更可靠地
规划设备维护。

       升级控制系统的主
要原因是运行可靠性和
备件供应方面的不确定
性。所有的系统升级还
旨在帮助客户节省资
源。当客户可能只需更
换控制系统时，以一条
新线替换一条运行良好
的老旧生产线是非常可
惜的。SML 按计划 为
客户快速专业地实施了
系统升级，没遇到任何
重大困难。 

德国一家薄膜制造商对其旧片材生
产线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进行改造
升级的原因。

”

SML向马格里布地区提供高性能FFS包装片材生产线
这 条 生 产 线 的 产 能 高 于 
1,500 kg/h，最大幅宽为1,600mm，
可生产四个分切膜卷。高产能与
卓越的产品质量相结合，使该生
产线成为聚苯乙烯乳制品包装的
顶级解决方案。

这是安装在马格里布地区一
家乳制品包装薄膜制造商的第二

条生产线，它将客户的产能和片
材质量提升到更高水平。SML认
为，在技术和组织生产方面的高
度灵活性、对需求的反应能力和
精简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尤其
是在快速发展的市场中。客户在
说明继续与SML共同发展的决定
时说：“SML是我们始终可以信
赖的公司。”

编者的话

Karl Stöger
总经理

亲爱的读者：

正如我们所有人正
在经历的，当前的情况
绝不轻松。除那些直接
受到冠状病毒影响的人
以外，疫情造成的最大
破坏是整体经济封锁和
边境关闭。毫无疑问，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各

国政府采取的大部分限
制措施是适当的合理
的。

就像以前的其他危
机一样，有输家，当然
也会有赢家。新的机遇
出现时，那些保持警觉
并做好准备调整其商业
模式的人将是最大的受
益者。在SML，我们认
为，无论是从行业层面
还是在单个企业，审视
我们拥有的生产要素和
资产比任何时候都更为
重要。这样，在危机开
始消退之际，我们可以
正确的方式发挥我们的
优势。

多 年 来 ， 由 于 环
境中塑料废弃物的有关
讨论，塑料和包装产业
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
点。围绕这一主题的争
论并不总是公平或有充
分依据的，至少就目前
而言，由于这场健康危
机向所有人深刻展示了
我们这个行业对整个社
会的重要性，媒体的报
道已经完全改变了。如
今，不仅目前急需的几
乎所有医疗防护材料是
由塑料聚合物制成的，
由塑料制成的卫生包装
材料在食品安全、物流
和供给安全方面也发挥

着关键作用。这场疫情
更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
行业具有系统重要性。
塑料是至关重要的，如
果负责任地使用，它们
是我们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

最 后 ， 我 要 说 明
的是SML现在全面照常
运营。我们为接下来的
几个月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并期待与您保持联
系。我们希望能尽早欢
迎您来到我们总部，或
在世界各地与您会面。

您真诚的

作 为 向 客 户 和
合作伙伴提供的一项
特 殊 服 务 ， 最 近 SML
在 其 技 术 中 心 安 装
了新型SmartCast Infin-
ity拉伸缠绕膜生产线。  

“ 作 为 流 延 拉 伸
缠绕膜生产线的领先供
应商，我们首先开发了
SmartCast Infinity，以支
持我们的客户在与产品
和产品开发相关的未
来挑战中找到解决方
案，”SML的产品经理
Thomas Rauscher说。这
条独特的生产线可以为
以下问题提供深入的解
答：“哪种系统最适合
生产超强型拉伸缠绕膜
或高刚度膜？”，“针

对特定应用，建议采用
哪种修边处理装置？”
或“无芯收卷生产需要
哪种特定配方？”

SmartCast Infinity融合
了多项最先进的技术和
创新，可提供无限可能
性和无以伦比的性能。 

除 新 型 试 验 线
外，SML还有内部开发
的薄膜性能检测装置
（FPT），可对刚生产的
或生产多日的薄膜进行
检测分析。欢迎客户来
样检测。

SmartCast Infinity
生产规模试验线

拥有最先进的
技术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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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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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是一个紧
迫和高度敏感的话题，
而且关于破坏气候的排
放和塑料废弃物的讨论
常常不合理地混杂在一
起。现在是正确认清事
实并将重点转移到真正
挑战的时候了。

包含塑料的
产品是现代
文明的真正
组成部分。
大部分塑料
仍以化石原
料制成，除
非被焚烧，
否则塑料的
碳足迹与玻
璃、纸张、

纸板、铝或钢材等其他
工业生产原料相近或更
低。

食品包装减少温室气体
由 于 世 界 上 三 分

之一的食物被浪费掉，
而塑料包装有助于大大

延长食品的保质期。根
据奥地利一项“停止浪
费- 节约食物”的研究
项目，通过优化包装减
少食物浪费可降低8%的
温室气体排放。*

塑料废弃物是宝贵的资源
海 洋 中 的 塑 料 废

弃物主要源于废弃物管
理制度的缺失或无效。
在一些国家，垃圾填埋

气候变化：

塑料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SML片材生产线演示日－
新理念与新产品的融合

演示日是在SML技术
中心举办的一系列新活
动。来自多家公司的众多
参观者参加了SML专门介
绍硬质片材生产新技术的
首次演示日活动。

演示日的一项主题
是用于传统包装和热灌
装的物理发泡 A-PET片
材生产，关注的焦点是
SML最近安装的热成形片
材演示生产线，特别是
在稳定的条件下，从透
明、致密的PET到物理发
泡片材的快速转换给很
多参观者留下了深刻印
象。

片材最大厚度可达
2.7mm，通过 SML技术
合作伙伴Kiefel生产的适
用热成型模具加工，可
大量生产耐热温度高于
100°C且隔热性能优异的
杯子和托盘。这种A-PET
片材的发泡芯层可加入

高达40%的回收料，使最
终产品既经济又环保。

演示日活动将定期
举行，我们将及时公布
最新活动日期。

已被禁止，所有的废弃
物要么在焚化厂用于能
源回收，要么被回收利
用。在全球范围内提高
回收率，为向全世界推
行有效的循环经济做出
贡献，是塑料行业面临
的一项全球性挑战。现
在应该将塑料视为不可
浪费的宝贵资源了。

我们SML把认真处理
有限的资源作为己任。
作为塑料工业的领先设
备制造商，我们提供现
成的解决方案，有助于
减少塑料废弃物，降低
各种用途塑料在生产过
程中的碳足迹。

*包装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已考虑在内。

现在是应将塑
料视为不可浪
费的宝贵资源
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