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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去年充满了惊喜。
在年初的几个月，由于疫
情的持续存在不确定性以
及关于塑料危害地球的普
遍和相当不真诚的争论，
我们谨慎地执行我们的商
业计划。然而，很快形势
变得明朗起来，这些担忧
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的预
期过于保守。全年在挤出
生产线领域的投资持续增
长，最后到年底时，我们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
际上，2021年已经成为我们
整个行业以及SML成立以来
的最佳年份之一。

展望未来，不排除
会出现更多惊喜。无论如
何，我都乐观地认为，人
们对适当包装的喜爱会持
续，关于环境可持续性的
讨论会越来越基于事实。
而且，随着这种情况的发
生，塑料薄膜和片材在许
多应用中确实优于其他材
料，这一点会越来越明
确。随着整个行业不断朝
循环经济的方向共同努
力，新技术将提供新的机
遇。

所有这些听起来非常
乐观，那么2022年会有什么
意外呢？在我看来，最大
的限制将来自迫在眉睫的
供应短缺。SML以及许多与
SML同级别的竞争对手进入
新的一年时积压了大量订
单。

尽管存在我前边说到
的诸多问题，我对新一年
以及我们行业的未来发展
仍然非常乐观，希望我们
的读者也能保持同样乐观
的心态。

编者的话

Karl Stöger
总经理

电动汽车市场
有望在未来几年
实现高速增长。为了
达到欧盟雄心勃勃的气
候目标，到2030年欧洲街
道上应有3000万辆电动汽
车。为减少欧洲对进口
的依赖，目前几乎所有
的汽车制造商都在研发
电池生产解决方案。仅
在欧洲，预计到2025年，
锂离子电池（锂电池）
隔膜的年需求量将达到
100亿欧元，这对功能性
流延薄膜制造商来说是
一个巨大的新机遇。

“隔膜是所有锂离
子电池中必不可少的关
键组件，SML用于生产锂
离子电池隔膜的挤出技
术已经得到市场认可”
， SML产品经理Alexander 
Bruckmüller评论道。十年
来，SML一直向亚洲领先
的制造商提供以干法工
艺生产高端隔膜的专用
挤出生产线。

不断增长的欧洲电池组
件市场

根据欧盟发起的产

业合作平台“欧洲电池
联盟”预测，到2025年，
欧盟每年应生产 700万
至800万辆电动汽车锂电
池。在欧洲，新电池的
年市场需求量将达到2500
亿欧元。在此背景下，
欧洲将建立包括电池组
件的“创新、有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的电池产
业链”。而欧盟雄心勃
勃的计划似乎即将成为
现实：最近几个月，多
家欧洲汽车制造商，如
标致雪铁龙（PSA）、戴
姆勒、大众、宝马和沃

干法生产工艺：SML经市
场认可的技术

锂离子电池内的隔
膜是一种特殊薄膜，它
将电池内部的正极和负
极分隔开，防止两极因
接触而短路，同时保证
锂离子能自由通过。因
此，隔膜的基本特性是
孔隙率大于40%且孔径

均匀。除此以外，高端
隔膜必须具有优异的化
学和热稳定性、拉伸强
度和低收缩性。为了实
现这些性能，SML提供基
于干法工艺运行的挤出
生产线。与湿法工艺生
产的隔膜相比，干法隔
膜的微孔结构更通透且
更均匀，另外干法工艺
无需使用溶剂萃取小分
子材料。SML流延薄膜生
产线生产的隔膜可以是
PP或PE基的单层或三层
薄膜。“10年前，我们
专为亚洲客户设计交付
了锂电隔膜生产线，并
从那时起持续开发相关
技术。在高度动态变化
和快速增长的市场中，
应用100%可靠且经过市
场验证的挤出技术，可
能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进
入功能性薄膜领域的制
造商来说”。Alexander 
Bruckmüller总结道。

准备好迎接不断增长的电
动汽车市场了吗?

锂离子电池隔膜： 

全球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
欧洲有望成为一个千亿欧元
级市场。 2040年

现在
150
亿欧元 2500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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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产品经理Thom-
as Rauscher解释说：“
我们在开始试验时的初
始问题是，就该领域的
技术进步而言，这些一
般假设是否仍然有效”
。试验在SML的生产规
模SmartCast® Infinity生
产线上进行，该生产线
配置了两种边条处理系
统：绒毛料研磨机和挤
出再造粒装置。

主要结果：三种解决方
案的薄膜质量几乎相同

系列测试的重要发
现是，三种解决方案在
SML的SmartCast® Infinity
生产线上得到的结果非
常相似：关于参数“极
限伸长率”，三种选项
之间的差异小于3%，同
样关于“抗撕裂性能”
，三种方案之间的参数
变化仅为 5%，而“抗
穿刺性能”的参数差异
也在相同范围内，约为
3.5%。Thomas Rauscher
总结道：“我们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这三种
选项之间没有任何明显
差异。因此，现在每个
制造商都可以在不影响
薄膜质量的情况下选择
自己‘适合的解决方
案’。

说：“对于拉伸缠绕
膜生产中的边条回收
利用，主要有两种选
择： 1）研磨机将边条
研磨为绒毛料后再喂入
挤出机； 2）边条经回
收再造粒为粒料并再喂
入。SML在试验中增加
了第三个测试系列，
即完全不添加切边回收
料，这虽不是一种商业
化生产解决方案，但它
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好的
整体比较。

质量与效率
对于大部分拉伸缠

绕膜制造商来说，关键

在 拉 伸 缠 绕 膜 生
产中，客户对于生产灵
活性和薄膜质量一致性
的需求越来越重要。这
些需求经常会提出关于
最佳边条处理系统的问
题。为了寻求回收利用
边条和分切抽条的最
佳解决方案，SML在其
SmartCast® Infinity拉伸缠
绕膜生产线上进行了长
期试验。这些试验以极
限伸长率、抗穿刺性能
和抗撕裂性能为重点，
取得了显著成果。

S M L的 产 品 经 理
Thomas Rauscher解释

的问题是：“
就 薄 膜 质 量
而 言 ， 最 佳
解决方案是什
么？”到目前
为止，人们普
遍认为完全不
添加切边回收

料是最好的但也是最昂
贵的解决方案，紧随其
后的是再喂入绒毛料和
回收再造粒料，这是对
薄膜质量影响最大的解
决方案。不添加切边回
收料意味着边条对薄膜
质量没有影响，因此可
以利用纯净原料的最佳
性能。通过研磨机进行
的绒毛料再进料为全自
动运行，且能耗较低，
而使用回收再造粒装置
则意味着在边条尺寸、
添加量和再进料时间方
面具有高度灵活性。

是否改变了技术前提条
件？

拉伸缠绕膜生产中的边条处理 –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每个制造商都可以
在不影响薄膜质
量的情况下选择自
己‘适合的解决方
案’

SML目前可以为现有挤
出生产线安装其数据分
析工具bitWise的升级
版。升级版除增强视觉
效果和上下文检索功能
以外，在以下几个方面
也有直接改进：

• 网络安全、用户管理和

SML增强数据分析功能
升级：

  访问权限
• 增强和提高从可编程逻 
  辑控制器(PLC)中获取 
  与OPC-UA相关设备数 
  据的可靠性
• 增强报告模块
• 增强监控，以及
• 集成摄像头用于前端直 
  接监控挤出生产线的选 

 定区域
原材料、能源和水资源
消耗的优化在未来几年
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首
要原因是政府施行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更严格
的法规。从这个意
义 上 说 ， 数 据 监
测、采集和分析能

过 去 两 年
中 ， M O P E、 M O P P和
MOPET薄膜的市场需求
一直在急剧上升，造成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这类包装材料的可回收
性更好、重量更轻。SML
二次开发的流延薄膜
MDO装置是生产这类薄
膜的理想技术。

S M L 的 产 品 经 理 
Alexander Bruckmüller解
释说：“易于回收的单
一材质自立袋是MDO薄

膜应用创新的绝
佳范例。”自立
袋通常由两种不
同的材料组成：
一种是可印刷、
挺度相对较好的
BOPP或BOPET薄
膜，另一种是较
厚的PE密封层。
由于这种复合结
构，这类自立袋
的回收利用相当
费时费力。

单一材质包装
“ 我 们 的

客户生产厚度为
25µm至 30µm的MOPE薄
膜，用以取代自立袋中
的BOPP或BOPET薄膜。
这种薄膜非常适合生产
单一材质包装袋，无需
预先进行材料分离，即
可轻松利用现有设施对
其回收处理。”Alexander 
Bruckmüller评论道。

以单向拉伸MOPE薄
膜制成的新型塑料袋提
手，是简化PE包装回收
的另一个范例：提手可
与塑料袋一起，在一步

相同的工艺中进行
回收再加工。

单向拉伸MOPET薄
膜可用作胶带的基膜和
马口铁罐头的内层复合
膜。以MDO工艺生产的
扭结薄膜具有适合后续
金属化加工和印刷的理
想性能。

SML新一代MDO单元
的设计允许的辊筒直径
更大，这使得辊筒的刚
度更好，薄膜通过时的
稳定性更好。Alexander 
Bruckmüller解释说：“对
于成品膜宽度达2,800mm
的大型生产线设计安装
来说，这是重要的先决
条件。”辊筒直径的增
大还有助于延长薄膜与
辊筒的接触时间，使薄
膜的加热更加充分，这
对提高工艺稳定性也有
帮助。

厚度公差小
在MDO工艺之前，

未拉伸的胚膜经SML的冷
却辊均匀冷却，所以薄
膜的平整度极佳。冷辊

温度的精确调节对提高
MDO工艺水平，特别是
在薄膜结晶度和透明度
方面，有明显效果。SML
流延薄膜生产线生产的
MDO薄膜，其厚度公差
非常小，原因在于厚度
控制和调节发生在薄膜
通过MDO装置之后，并
且充分考虑了未拉伸胚
膜颈缩的厚度变化。

SML新一代 MDO装
置几乎可以加装到所有
流延薄膜生产线中。与
吹塑薄膜生产线相比，
流延薄膜生产线通常具
有更高的生产速度和产
能。

专为回收而设计：

不断增长的单一材质应
用市场

易于回收的单一
材质自立袋是
MDO薄膜应用创
新的绝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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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包装： 

欧洲和非洲客户订购新型挤
出复合生产线
SML的涂覆和复合设备
事业部收到两条挤出复
合生产线新订单，它们
来自欧洲和非洲知名无
菌包装材料制造商。 

SML产品经理Mario 

Höllnsteiner解释说：“
用于液态乳制品、非
碳酸软饮料和其他食品
的无菌纸盒包装易于生
产、灌装和运输”。无
菌纸盒包装主要由再生
纸板构成，具有节省空

间的设计。 SML
产 品 经 理 Mar io 
Höl lnste iner评论
说：“由于更环
保和更易于回收
的复合包装材料
在不断发展，我
们正面临向无菌
包装精密挤出复
合设备投资的全
球化趋势”。SML的Tri-
plex挤出复合生产线配置

三套串联式复合单
元，纸板与不同的
聚烯烃层和超薄铝
箔通过复合单元压
合在一起。在某些
复合结构中，铝箔
可以由共挤阻隔材
料代替。两条新
型无菌包装材料复
合生产线将于2022

年在客户工厂投产运
行。

够最大限度挖掘生产潜能
是不争的事实。提供智能
化解决方案，用以优化决
策、避免浪费以及快速检
测和消除干扰，已经对运
行成本产生了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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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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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优势，我们经市场认
可的 HT纺丝设备需求
量仍然很高。今年，我
公司最畅销的 HT系列
纺丝生产线销量达到了
创纪录水平；POY（预
取向丝）和MDY（中强
长丝）生产线的销量也
令人满意；主要用于地
毯行业的变形膨化长丝
（BCF）生产线需求发
展同样令人欣喜。

是什么成就了SML在HT
长丝纺丝生产线领域的
成功？

SML在这一领域取
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我们生产线的生产效
率，另一个原因是设备
的生产灵活性。我们
H T生产线的长丝产品
适用于对强度要求超高
的多种不同应用，例如
绳索、条带或织网等。
然而，我们不会满足
于此，我们希望进一步
开发并继续扩大产品组
合。

请提供更多这方面的信
息，最近有什么进展？

到目前为止，我们
的工作重点是 PP材质
的加工，当前的首要工
作之一是推广销售新设
计的生产线，这些生产
线也可加工PP以外的材
料，即PET和PA6。

目前在PA长丝设备领域
有什么进展？

基于我们与客户的

S M L的 产 品 经 理
Julian Bammer是Austro-
f i l®长丝纺丝生产线技
术开发与进步的推动
者。TechReport与这位产
品经理讨论了SML在高
强（HT）长丝纺丝领域
取得的成就、在PET和
PA6长丝方向的发展计
划，以及他为什么喜欢
在SML工作。

Julian，您如何评价SML
目前在纺丝设备市场的
地位？

SML在生产高强长
丝纺丝设备方面具有传

扩大产品组合： 

Austrofil纺丝生产线的下一步发
展计划是什么？

一项联合试验，最近我
们设计开发了一条能够
加工PP和PA6的HT生产
线。与PP长丝相比，总
体来说PA6长丝的强度更
高，纺丝后还可着色，
这扩大了其应用范围。
从一种原料到另一种原
料的平稳转换突出了这
种新型HT生产线的高度
生产灵活性。目前，我
们的新型PP和PA6长丝纺
丝生产线已经安装在欧
盟的一家客户工厂内。

生产线效率和生产成本
有多重要？

非常重要！！我们
一直在对我们的生产线
进行二次开发，以降低
能耗和提高产能，这对
于生产线的经济高效运
行至关重要。

PP纺丝领域的下一步发
展是什么？

 经市场认可的PP纺丝
生产线，其巨大优势之
一是高度生产灵活性。
然而，这种高度灵活性
有时会影响较低纤度产
品的产量。为克服这一
点，我们开发出一种新
型号 PP纺丝生产线，
专门生产纤度范围为
150den至 500den的中强
长丝。

新型号生产线与SML技
术成熟的HT PP生产线相
比有什么不同？

我们技术成熟的HT
纺丝生产线最多可生产
16个丝饼，而新型生产
线配置24个纺丝组件，
允许同时生产 24个丝
饼。这一解决方案大幅
提高了中强PP长丝的产
量，且生产效率极高。
这种型号的第一条全新
生产线已交付给一家独
联体国家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