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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注塑工业蓬勃发展，但从业员对注塑工艺的理解未见透彻。

本文从注塑的特点开始，细说塑化、背压、注射及保压的作用，速度及压力主导，转移

到保压的方法，模腔压力曲线，最后以 p-v-T 曲线及成品收缩作结，提供读者一个理论

基础。对如何降低收缩提供了方法及依据。 

注塑的特点 

制造塑料制品的工艺有注塑、挤出、挤吹（吹瓶）、压延等。注塑工艺有以下三个

特点，是其它工艺没有的。 

高的注射压力 

最高注塑压力由螺杆的直径而定，可从 C 螺杆的 1300 kg/cm2 到 A 螺杆的 2000 kg/ 

cm2 不等。 

1 kg/ cm2 是一个大气压力，那 2000 kg/ cm2 的压力有多大呢？世界最深的深淵，在

菲律宾以东，深 10,915 米，几乎 11 公里。该处的压力是 1,092 kg/cm2 ，还不及 C 螺杆

的压力。 

高的注射压力有高的转写性，将模具上细致的纹理，转写到熔融上。 

CD 光盘的资讯小至 0.8μm，也是用注塑工艺转写到 PC 塑料上。 

镜面的外壳承接了模具的镜面，有高的光洁度，亦可理解为低的粗燥度，在高的注

射压力下转写到熔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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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D 光盘的坑长小至 0.8 m 

 

相对来讲，吹瓶机用的吹瓶压力，最多也只是 40 kg/cm2 ，故不能将细致的文字转

写到瓶身上。 

高的注射压力导致料筒的壁厚大，锁模力大及模板要厚。 

背压 

虽然挤出机、挤吹瓶、吹膜机及压延机均有螺杆料筒将固态的塑料塑化，但只有注

塑机才有背压可调。注意背压控制只是在塑化时有效。此时喷咀是封住的。 

背压的作用是将塑料颗粒之间的空气，可能已变成熔融里的气泡，经料斗孔压迫出

来，成品便没有气泡了。 

增加背压亦能提高熔融颜色及温度的均匀性。 

周而复始 

挤出机、吹膜机及压延机的动作都是连续的及单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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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压延机 

注塑机的动作是周而复始及双向（往复）的。如注射后由塑化来将螺杆回位，开模

后要合模，顶出后要顶退等。故注塑时便涉及周期时间。 

开合模动作要将大的质量加速及减速，并要在短的周期内完成，殊不容易。注塑机

的设计都试图将开合模时间，亦称空运转时间（dry cycle time）缩至最短。 

图 3 注塑的三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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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及注射 

最早期的注塑机，塑化及注射是分家的，由不同的单元执行。 

塑化单元称预熔器（preplasticizer），由转动的螺杆负责。 

注射单元由柱塞负责，将熔融经喷咀注射入模腔里。 

预熔器及注射单元在输送熔融时（塑化时）是相互连接的。但在注射时是分隔的。

通道是开是关，由阀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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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预熔器设计的注塑机 

 

塑化能力由螺杆直径决定，注射压力由活塞直径决定，两个直径可以独立设计。 

螺杆直射（in-line injection）将塑化及注射功能帰由往复螺杆负责，成本因此降低。

由于螺杆直径便是活塞直径，以注射压力为准时，塑化能力便“失控”，故塑化能力不

及预熔器的大。 

大的注射压力作用在螺杆头上使螺杆弯曲变形，故直射的螺杆会比预熔器的螺杆

短，最长的没有超过长径比 28 的。长径比是螺纹长度除以直径的比例。挤出机的螺杆

长径比往往都在 28 或以上。 

注塑周期 

最简单的注塑周期从合模开始。合模的末段是锁模。随后便是注射、保压、冷却、

塑化（与冷却并行）、开模、顶出及顶退。开模于冷却及塑化最后者完成时执行。 

注塑周期的开合模及顶出顶退均为直观的机械动作，但塑化、注射及保压还涉及看

不见的熔融的加热、流动、被压缩及冷却。以下讨论塑化、注射及保压的过程。它们是

注塑工艺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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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注塑周期 

 

塑化的作用 

塑化又称加料、落料或下料。塑化的作用是将固态的塑料用加热及摩擦生热的方法

熔化，并搅拌成为颜色及温度均匀的熔融，在注射时注射到模腔里。 

电热瓦用热传导的方法经料筒壁向料筒内的塑料加热是容易理解的。摩擦生热则要

按部就班地说清楚。 

螺杆的三段称为加料段，压缩段及计量段。 

三段螺杆 

加料段的作用是输送及加压。以地心引力从料斗掉落的颗粒塑料在加料段的螺纹内

因螺杆旋转被输送往前。颗粒经螺杆的摩擦力往前累积，压力从入口处的零压力以几何 

级数上升。加料段愈长，产生的压力愈大。较长的加料段有 10 D 长，D 是螺杆的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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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三段螺杆与加料段的压力上升 

压缩段螺纹深度从加料段的深度降低至计量段的深度，故压缩段继承了加料段的压

力之余，再将压力提高。由于摩擦力是正比于压力的，摩擦力亦提高了，从而摩擦生热

也提高了。可以看成螺杆旋转的机械动能，以 0.238 calorie/J 的比例转换为热能，将塑

料熔化。塑料的塑化主要是在压缩段完成的。 

压缩段的参数有压缩比及长度。压缩比是两个环型面积的比例。 

d1 是加料段的螺纹底直径， 

d2 是计量段的螺纹底直径， 

 

温度敏感的 PVC 塑料，宜用压缩比接近 1.0 的螺杆来减少压缩，因而降低摩擦生热。 

为了避免透明 PC 发黄，PC 螺杆的压缩比都在 2.0 以下。还有，压缩段要设计得较

长，加上缓慢的螺杆转速，PC 塑料是缓慢的被摩擦生热，便不会喷焦。发黄的 PC 其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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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包含了烧焦的微粒做成的。 

塑化最常用的塑料如 PS、PE 及 PP，压缩比宜在 2.0 至 2.5 之间，也就是“标准”

螺杆用的压缩比。 

进入了计量段的塑料，理应全部塑化，因计量段没有压缩的作用，况且长度较短，

只能吸收少量的电热瓦传来的热能。 

计量段的作用是将熔融往前输送，并提供搅拌，将颜料及塑料均匀混合。 

温度过高 

在 PC 注塑时，常会发觉中段料筒温度，在电热瓦没发热的情况下，还会超过设定

温度。这亦是 PC 发黄的一个原因。 

温度过高是因为摩擦生热过度，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导致的。 

1、 PC 的粘度高 

2、 螺杆的压缩比大(>2.0) 

3、 螺杆的压缩段短，做成急速升温 

4、 螺杆的转速高 

操作员能控制的只有螺杆转速，彻底的解决方法是采用 PC 专用螺杆。 

背压 

塑化在保压后开始，在开模前完成，故塑化时喷咀是被已注入模具及流道的熔融封

闭的。 

背压控制就是控制在塑化时不断累积在螺杆前面的熔融的压力，将气泡压破，将熔

融压紧，达到某个恒定的密度，这样才能每次都注射同一重量的熔融进入模腔内。注意，

采用“位置注射”模式时，注射是将恒定的容积注入模腔内。故要密度恒定，重量才会

恒定。 

采用大量再生料的注塑，都会调高背压，才能达到稳定的注塑。 

成品颜色不均匀时，亦会调高背压，颜色才会更均匀。 

调高背压会产生以下的副作用。 

1、 塑化缓慢，塑化时间增加。 

2、 油马达更吃力，一般要提高塑化压力来应付。 

3、 电机更耗能，甚至会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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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背压适当便可。 

 

注射的作用 

注射又称射出。注射的作用是填充模腔 100%及挤压。挤压在填充模腔满（100%）

后发生，可理解为超填充，利用熔融的弹性，将大于模腔及流道体积的熔融挤压进去，

从而产生高的注射压力。 

体积弹性模数 K 可定义为  

                              ，  

图 7 显示压力 P 与体积收缩 V 

就是加压与体积被压缩的百分率的比例，它的值按物质及温度而定。如室温的水， 

K = 22,000 kg/cm2 。这代表它要加压 22 kg/cm2 将体积缩小千分之一。熔融的 K，可在

该塑料的 p-v-T 图测量出来。 

由于熔融的 K 很大，故填满及超填的螺杆的位置只相差如不到 1 mm，便产生很高

的注射压力。挤压之后，注射便完成，转为压力较低的保压阶段。挤压至保压转换的重

复性对成品的稳定性起了关键的作用，要控制得宜。 

毛边的产生 

当超填过度，挤压压力便过高，将模具的两半瞬间撑开了少许，熔融溢出，便做成

毛边。 

速度主导 

在模腔未填充满之前，注射过程只有塑料粘度的阻力。这个阻力因流道的直径、产

品横切面的厚度、熔融温度、模具温度等影响，故在填充过程中并不恒定，亦不受控制。 

一般注塑机的四段注塑均有压力及速度可以设定，但只有速度受控制。为了避免因

不够压力使速度不受控制，在未填满前可将注射压力设定为最高压力（系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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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腔填满的挤压段，为了解决提高转写性及避免毛边产生的矛盾，设定了该段的 

压力，一般低于系统压力。故除了挤压段外，注射过程是速度控制的，称为速度主导。

精准及稳定的注塑，要保证注射速度的重复性。 

图 8 从注射转到保压 

保压的作用 

熔融接触到模壁后便开始冷却，因而收缩。保压的作用就是趁流道未完全凝固前，

补充熔融，从而降低收缩做成的凹痕。 

保压亦称枕压。保压是由螺杆保持向前的压力一段时间来达到。此压力绝对比挤压

的压力低，不然在挤压时不产生毛边而在保压时产生。很多时候为了减少凹痕便逐渐增

加保压压力，甚至超过了挤压压力也不察觉。电脑程序可设计挤压压力设置值为保压压

力的上限，不容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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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增加保压压力外，保压时间加长亦能减少凹痕。增加保压压力及/或保压时间均

会增加产品重量，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压力主导 

一般的注塑机提供三段保压，每段均有压力及时间的设定。较理想的保压是线性下

降的压力而不是阶梯下降的，因为冷却收缩是连续的。线性下降的另一优点是将设定的

参数个数减少。如图示。 

 

图 9 两种保压控制：阶梯与线性 

 

由于收缩速度只受冷却影响，故螺杆往前的速度不受控制，只是压力受控制。故保

压是压力主导的。 

保压时，螺杆往前的速度是极缓慢的，5%的速度设定已绰绰有余。采用定量泵的

注塑机还是泵出 100%的流量，而大部分的压力油是以保压压力流回油箱。采用变量泵、

变频器或伺服电机的注塑机，可将流量降至 5%以下，便能节省 95%以上的能量。保压

时间愈长（产品愈厚），可节省的能量便愈多。不理解的话，将保压速度设定过高，便

做成不必要的浪费。 

模腔压力曲线 

如在模腔内放置压力传感器，注射、挤压、保压及冷却的过程都能从压力曲线阅读

出来，包括毛边、填不满、有凹痕及冷流道已凝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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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腔未填满时，模腔压力缓慢上升，因为黏度阻力所产生的压力不大，如图 10

的首三幅小图。在超填的挤压中，螺杆只前移少许便使压力骤升，如第四幅小图示。 

 

 

 

 

 

 

 

 

 

 

 

 

 

 

 

 

图 10 模腔压力，模腔充填，螺杆位置 

 

挤压后转为压力较低的保压。由于冷却的收缩，模腔压力便降下来，如图 11 的 4-5

示。 

冷流道的模具于点 5 凝固，此时保压完结，过程进入冷却段（塑化亦同时开始）。

收缩继续使模腔压力下降，直到点 6 便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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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保压段与冷却段 

 

如挤压转保压太晚，便会产生压力尖峰，毛边有可能出现。 

 

 

 

 

 

 

图 12 挤压太晚转保压 

如挤压转保压太早，挤压压力便建立不起来，转为较低的保压时便做成熔融倒流回 

喷咀，产品便以低压在保压时填满。 

图 13 挤压太早转保压 

保压点 

保压点是指挤压完成，保压开始的一个转折点。这一点可以用时间，螺杆位置，注

射压力，模腔压力，噴嘴压力作准，看注塑机/模具装有那个传感器而定。 

由于电脑注塑机均有测螺杆位置的电子尺，保压点通常指某个螺杆位置。更早的注

模腔压力 

时间 

模腔压力 

模腔压力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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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机则只能用时间。 

以模腔压力来转换到保压被公认为能提供最稳定的注塑，但碍于模腔压力传感器十

分昂贵，并且是装在模具上（不是装在注塑机上），加上多腔模具要多装个压力传感器，

这种转换方法并不被广泛采用。 

图 14A  1 是螺杆位置传感器，10 是注射油缸活塞（代表注射压力传感器），7 是模

腔压力传感器的位置，A 是转保压时的螺杆位置范围，S 是注射行程，C 是垫料的厚度。 

图 14B  1 与 2 是两个放在顶针后面的传感器位置，近似模腔压力传感器的效果。 

 

取而代之，但只能接近模腔压力传感器的稳定性，按次序递减有喷咀压力传感器，

注射压力传感器及螺杆位置电子尺等。图 15 是在不同地点测量压力作为保压点转换的

比较。由于压力的损失，它们的高峰从压力油的压里至远离浇口的模腔压力是渐降的，

相差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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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压力油的压力图有两条曲线，一条是另一条的约 10 倍高。上面的一条是熔融

压力，下面的一条才是压力油压力。螺杆将油压放大为熔融压力。故蓝色的斜线是比较

各点的熔融压力。 

图 15 放传感器的不同位置 

 

图 16 比较螺杆位置、注射压力及模腔压力作为保压点的稳定性比较。在 50 个周期

中，以螺杆位置作准的，产生最大的 68 bar 的模腔压力偏差。用注射压力的话，偏差大

幅下降为 21 bar。以模腔压力转保压，偏差只有 3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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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比较不同测试转保压点的方法的稳定性 

 

科学注塑 

倡导模腔压力转换的学派称其学说为科学注塑。 

科学注塑的几个要点包括 

1、 即使能控制每次的注射压力曲线相同，模腔压力曲线不会相同，故当要

求高时，成品还不够稳定。（图 16） 

2、 原因是塑料的黏度会有偏差，尤其是生产时用了不同批号的塑料。 

3、 注射压力的重复性只达到注塑机闭环。由于注射是速度主导的，压力重

复不如速度重复。模腔压力重复则达到成品闭环，而此闭环包含了粘度的偏

差在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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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T 图 

塑料从粒状的固态、在料筒内被加热及摩擦、塑化变成流体、经螺杆压缩注射入模

腔、保压、冷却后开模取出的成品的整个过程，可以很科学地用 p-v-T 图表示。诸如成

品的收缩百分率，高的注射压力如何降低收缩等，都能用 p-v-T 图理解。外国的塑料供

货商都会提供其塑料的 p-v-T 图的。不同的塑料有不同的 p-v-T 图。 

图 17  PS 料的 p-v-T 图 

 

塑料的状态可以用压力 p、比容 v 及温度 T 完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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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PP 料的 p-v-T 图 

 

比容是密度的倒数。密度越大，比容越小，比容的单位是 cc/g。 

压力已在前面谈过。1 bar = 0.1 MPa。 

温度是容易理解的，单位是℃。有时采用°K。°K = ℃ + 273℃  

p-v-T 图的水平轴是温度 T，从室温到约 300 ℃ ；垂直轴是比容 v，范围是窄幅在

1 cc/g 上下。 

等温线 

在 p-v-T 图上，等温线是垂直线。注射过程基本上是个等温过程。 

等压线 

p-v-T 图上有右上角至左下角的线多条，沿着每条等压线移动时，压力是恒定的。

每条等压线均注明了该恒压的值，由最小的 1 bar（大气压力）到最高的 2000 bar 约 10

条。横跨等压线之间的过程便有压力变化。 

等压线由右上角至左下角表征着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右上角代表高温及高比容

（热胀）。左下角代表低温及低比容（冷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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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压线的转折点右边代表流态（高温），左边代表固态（低温）。转折点代表流态及

固态的热膨胀系数不相同。一般物料的流态热膨胀系数比固态时高，故其斜率亦高。 

注射是一个升压过程。熔融的压力从注射开始的 1 bar 升到挤压的最高压力。 

保压是个恒压或降压过程。 

PS 的 K 

从 Styron 的 p-v-T 图，以 220℃熔融温度计算，请算出 0-40 MPa，40-80 MPa，80-160 

MPa 三段压力的体积弹性模数 K。 

答案是 1373 MPa，1699 MPa 及 2202 MPa，后者与室温水的 K 值接近。 

等容线 

在 p-v-T 图上，等容线是水平线。冷流道模具在冷流道凝固后的冷却，产品的塑料

便经过等容的过程。 

注塑周期 

塑料从粒状直至到成品所经过的状态可以用 p-v-T 图表示。 

图 19 注塑周期在 p-v-T 图上的轨迹 

 



20 
 

1.塑化 

塑料在塑化时从室温 1 或烘料温度 2 的固态升温至流态温度。塑化时，压力从大气

压升至背压 3。整个过程是图中的 1-2-3 红线。 

2.注射 

注射是填充模腔，塑料的温度基本上是恒定的流态温度。在未填满模腔前，压力会

因黏度所产生的阻力从背压上升。一旦模腔填满，压力会骤升至挤压压力。过程是图中

的 3-4 紫线。 

3.保压 

保压是以更多熔融填补成品冷却收缩的空间，是个恒压或降压过程。由于是涉及冷

却，温度亦下降。过程由图中的 4-5 绿线表示恒压的保压，4-5A 绿色虚线表示降压的保

压。如模具是冷流道的，当流道凝固后，保压便可以停止。这一点在 5 或 5A。 

4.冷却 

成品继续在模腔内冷却收缩。收缩使成品脱离与模腔的接触，但会收紧抓住模芯，

故外皮的压力降至大气压力，但内里的压力会更大。脱模角小的试管形成品要很大的顶

出力才能克服此收缩产生的摩擦力，使成品脱离模芯。图中的 5-6 蓝线或 5A-6A-6 蓝色

虚线代表熔融的冷却过程。 

5.开模 

当产品冷至热变型温度（HDT）以下，便能开模。开模后，成品的外部接触大气，

压力便降至 1 bar。图中的 6 代表开模与托模。 

6.脱模 

脱模后，成品的内部接触大气，压力便降至 1 bar。 

成品脱模后继续冷却，直至达到室温为止。过程是图中的 6-7 蓝线。 

收缩率 

成品的收缩率在制造模具前要估算清楚，将模腔及模芯的尺寸放大一些。这个收缩

率因塑料而异，但亦受挤压压力及保压压力影响。 

从 p-v-T 图，开模脱模时的比容是 v6，达到室温的比容是 v7， 

体积收缩率便是  （v6 - v7）/ v7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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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型收缩率便是  （v6 - v7）/（3 v7）× 100% 

模芯及模腔的尺寸要以线性收缩率来放大。 

模芯及模腔尺寸 = 室温成品尺寸×（1 +（v6-v7）/（3 v7））× 100% 

修正成品尺寸/重量 

如成品尺寸有少许偏差，是可以用挤压压力及保压压力弥补的。 

增加挤压及保压力，点 4 及 5（或 5A）便下降，故点 6 亦下降。收缩率降低，成品

尺寸便大了一些。当然成品重量亦会同时增加。 

直观上，这是如何解释呢？高的挤压及保压压力将更多的熔融压进模腔，冷却后尺

寸与重量自然便比低挤压及保压时大。 

总结 

注塑工艺并不神秘，可以用物理来理解。几个重点是：背压的作用、保压的作用、

将挤压从注射末段分出来、速度主导、压力主导、保压点转换的几种方法，模腔压力图

及 p-v-T 图。 

理解注塑工艺后会对参数的设定更有目标而不是胡乱猜测，并对成品缺陷排除更得

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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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您 

1、一般注塑机的注射压力比世界最深的深渊压力 

a． 还大 

b．相同 

c． 还小 

2、高的注射压力的目的是               ）。 

3、「能控制背压」的先决条件是 

a． 周而复始 

b．封住喷咀 

c． 两者均需要 

4、螺杆直射（塑化及注射合拼）的优点是 

a． 增加塑化能力 

b．降低螺杆长径比 

c． 降低成本 

d．三者均是 

5、螺杆压缩段的作用是 

a． 提高成品的收缩率 

b．避免透明 PC 发黄 

c． 摩擦生热 

d．三者均是 

6、塑料的体积弹性模数大，代表 

a． 锁模力要大 

b．挤压时压力骤升 

c． 料筒壁要大 

d．三者均是 

7、速度主导的过程有 

a． 射注（未填满时） 

b．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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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压 

d．塑化时的转速 

8、压力主导的过程有 

a． 挤压 

b．保压 

c． 塑化时的背压 

d．三者均是    

9、出现毛边时，应该 

a． 将注射（未填满时）压力降低 

b．将挤压压力降低 

c． 将保压压力降低 

d．三者全部降低 

10、切换到保压的方法以哪种最佳？ 

a． 时间  

b．位置 

c． 射压 

d．模腔压力 

11、保压的作用是 

a． 节省能耗 

b．减少成品收缩 

c． 防止毛边的产生 

d．三者均是 

12、科学注塑 

a． 掀开注塑工艺的神秘面纱 

b．降低塑料黏度变化的影响 

c． 倡导模腔压力控制 

d．三者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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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v-T 图能协助我们 

a． 分析收缩率 

b．更清楚地了解注塑过程 

c． 算出该塑料的体积弹性模数 K 

d．全部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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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题号 答案 题号 答案 题号 答案 题号 答案 

1 a 5 c 9 b 13 d 

2 提高转写

性 

6 b 10 d   

3 c 7 a 11 b   

4 c 8 d 12 d   

计分规则： 

每答对一题计一分。 

10 分或以上，您已经很了解注塑工艺了。 

6-9 分，您是位注塑老手，请接受新的理论。 

5 分或以下，如想升职的话，请再仔细阅读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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