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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轴式多组份注塑机

共注射多组份注塑机

夹层/混色多组份注塑机

转盘式宽板多组份注塑机

转盘式窄板多组份注塑机

转盘转轴共用多组份注塑机

	 海天作为中国塑机多年的行业领袖和技术先驱，从

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开始对多组份注塑成型技术的研究

和产品开发，至今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本着“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产品价值为己任”的宗

旨，海天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持续加大研发力度，为客

户解决无数双色、多色、多物料产品的成型难题。

目前海天IA Ⅱ系列多组份注塑机可分以下六大类，客户可根据所需选择不同类型的多组份注塑机。

共 创 卓 越

» “丰富产品色彩，提升产品价值”，满足客

户对个性化产品的不断追求，实现制品的

外观性和功能性的不断超越。

» 海天国际作为塑机行业的航空母舰，在市场

细分的多组份领域，经过10多年的积淀和

提升，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 天合IAⅡ多组份系列，拥有专业的设计、研

发团队；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衍生了六大

类产品，几十种规格。

» 天合IAⅡ多组份系列产品专业性强，行业

涵盖面广，实行模块化设计，规模化、批

量化生产，在多组份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

位。

海天天合IAⅡ系列
第二代多组份注塑机

IA 1200Ⅱ/ 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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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kN 20,000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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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1200Ⅱ/ b-j IA 18500Ⅱ/ n-j

IA 18500Ⅱ/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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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kN 20,000 kN

IA 18500 Ⅱ /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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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板转盘式双色机的模板为宽模板

适合分体式模具（两个模架+两个型腔）

窄板转盘式双色机的模板为标准模板

适合联体式模具（一个模架+两个型腔）

转盘转轴共用式为客户定制化专用机

适合模具企业试模，不宜批量化生产

注射单元1和2实现同步注射方式，制品顶出（A料+B料），转盘转

动180°，合模，A料完成注塑的同时，B料也完成注塑，开模。转

盘始终为正反转180°。

天合IAⅡ系列转盘式注塑机根据市场需求可以分为：IAⅡ/b宽板式，IAⅡ/n窄

板式和IAⅡ/d转盘转轴共用式。
稳定可靠的锁模单元

内卷式五点曲肘锁模机构，模板采用

先进有限元软件优化

灵活的顶出系统

配置两套独立的顶出系统，顶出行程

电子尺控制，顶出系统可单独选择执

行

伺服液压转盘装置

由高性能比例方向阀，大扭矩液压马

达，高精度旋转编码器和运动控制卡

实现闭环控制，具有快速平稳精确的

优点，回转时间缩短50%以上

(可选配伺服电机转盘装置)

转盘托出和自平行装置

自动托出转盘，保证回转时与模板面

不接触，装载不同重量模具时转盘始

终与模板保持平行

强化的转盘承载、定位装置

转盘转动采用两套进口重载滚针轴

承，自带润滑的转盘轴向限位装置，

可实现精确回转定位的机械定位装置

便捷式模具辅助接口装置

转盘配置冷却水连接装置和全新的分

体模装模接口，可定制转盘抽芯接口

装置和转盘电气接口装置，转动时避

免缠绕，即插即用

专业的塑化单元

根据行业需求，合理搭配塑化单元，

根据制品需求，优化配置塑化单元，

PID料温分别控制

高效/节能的动力系统

两套独立控制系统，配置伺服节能系

统，实现节能高效的需求

优越的注射性能

单缸注射结构，惯性小，线性

导轨整移导向，注射平稳，精

度高，可控性好

工作原理：

海天天合IAⅡ系列
第二代多组份注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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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IAⅡ系列转盘式大型多组份主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定制行业专用机。

主要涉及的行业为：电脑/电视液晶屏幕前框双色注射成型；

																																	汽车行业的尾大灯双色、三色、四色注射成型

具有容模量大，转盘承重可靠，转动平稳，根据行业定制专用塑化单元，节能高效的特点

完全客户定制化的大型转盘式多组份注塑机

可靠的转盘抱紧限位装置

开合模前抱紧转盘，使转盘与模

板平行

转盘托出装置

实现回转无摩擦

伺服液压转盘装置

选配伺服电机转盘装置

便捷式模具辅助接口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电气，液压

抽芯，冷却水接口

可调辅助支撑系统

提高转盘承载稳定性，增强转

盘运转平稳性

海天天合IAⅡ系列
第二代转盘式大型多组份注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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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的转盘旋转轴

优化设计转盘轴受力，合理布

置轴承间距，有效控制转盘侧

倾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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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优势：
» 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附加值

			芯层料可以用二次料、回收料或其它低成本配方法代替

» 提升产品视觉美观

			对于透明制品可以通过夹层注塑实现芯层料特效颜色处理

			对于混色类产品可以通过颜色搭配实现制品特殊流纹效果

» 减少制品内应力，提高强度

			对于特殊制品可以通过芯层料的低收缩率、高强度配方以达到特殊应用工况要求

工作原理：

皮层料注射 核心料注射 皮层料封口

夹层/混色注塑机

天合IAⅡ/i系列夹层/混色注塑机具有夹层注射和混色注射两种功能，同时也可以用于单色生产。

天合IAⅡ/i系列夹层/混色注塑机喷嘴前端配置了分料阀芯，通过程序控制阀芯动作，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分料阀芯交替动作一次，可以实现夹层注塑功能；

分料阀芯交替动作多次，可以实现混色注塑功能；

两个料筒注射相同的料可以实现单色注塑功能。

集成式平行单缸注射单元

结构紧凑，简洁美观，模块化程度

高，注射单元的组合更灵活

海天天合IAⅡ系列
第二代夹层/混色注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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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射出
A射出
B射出

A射出
B射出

A射出
B射出

夹层／混色注射成型基本的成型工艺

夹层注射
A射出
B射出

混色工艺
A射出
B射出

A射出
B射出

A射出
B射出

A射出
B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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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注射多组份注塑机

天合IAⅡ/m系列共注射注塑机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锁模部件不含转盘、转轴部件。

设备提供独立控制的注射单元，配以模具的模芯变位动作实现多组份注塑功能。

工作原理：

设备和模具配套相关参数：

特点：

»	可以当普通单色注塑机生产，也可以当多组份注塑机生产

»	两套注射单元的动力系统可单独控制和关闭，达到节能的需求

»	占地面积大于普通注塑机

»	L1表示喷嘴头可以整移到底的最小距离；

»	L2表示侧面注射喷嘴中心到定模板安装平面的距离，即为模

具侧面胶套中心到定模板安装平面的距离；

»	L3表示侧面注射单元的整移行程，根据机型不同此参数需要

调整。

侧面注射可灵活搭配

侧面注射单元完全客户化

定制，注射单元可沿开关

模方向调整

定模辅助定位接口

防止模具在侧面注射动作

时发生转动

海天天合IAⅡ系列
第二代共注射注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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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天合IAⅡ系列
第二代转轴式注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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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单元1和2实现同步注射方式，

制品顶出（A料+B料），转轴转动180°，合模，

A料完成注塑的同时，B料也完成注塑，开模，

转轴（模芯+工件）正反转180°。

转轴式多组份注塑机

	 天合IAⅡ/p系列多组份注塑机针对全包胶和穿透类制品的需求而开发的转轴双色注射成型工艺。

	 通过模具部分的模芯转动来实现型腔更换，配以两套注射单元，从而达到双色注射的效果，保证产品外观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

工作原理：

精确地转轴旋转定位

采用进口伺服电机控制系统，同

步带、花键传动控制，转轴转动

定位准确，重复性好，可靠性高

紧凑的注射单元

两套平行的单缸注射结构

注射平稳，响应快，可控性好

独特的转轴部件设计

辅助模板配置模具定位中心，辅助模板中心和

转轴回转中心一致，转轴配备模具所需冷却水

接口

高精度水质过滤系统

配置了高精度水质过滤器,提高转轴旋转接头

的密封件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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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天合IAⅡ系列
第二代多组份注塑机

配置专用多组份注塑机电脑控制器，双CPU
并行处理数据。最新易操作专用注塑机电脑
控制系统，响应周期更快。

»	屏幕具有保护功能，延长显示屏使用寿命,软件

功能更为强大，注塑机的可扩展性更好，如提

供气铺，机械手等扩充支持。

»	电气控制箱全封闭式，高品质电气元件，布局

合理，外围电线通过摩尔管集成，抗干扰能力

强，运行可靠。

»	内置多组模具成型工艺参数存取系统，便于工

厂管理模具，可实现快速调取模具参数，生产

准备工作高速高效。

»	对系统动力组合的叠加、切换方式进行优化，

最大程度实现节能，提高响应速度。

»	通过电脑设定和PID	闭环方式精确控制料筒温

度，可设定的温度范围0—450℃。

»	预留I-net联网管理系统，可实现对每台注塑

机远程实时监控及维修诊断，合理排产等先进

管理方式。

伺服液压转盘控制系统配置了旋转编码器，对转盘的位
置进行即时反馈，通过改变转盘比例方向阀的开口大小
和系统的压力和流量，形成闭环控制。伺服液压转盘具
有快速平稳精确的优点。

伺服电动转盘控制系统配置了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对转
盘的位置进行即时反馈，通过改变伺服电机的转速和扭
矩，形成闭环控制。伺服电机转盘具有快速平稳精确的
优点。

伺服液压转盘设定画面

伺服电机转盘设定画面

编码器

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

主   机

主   机

转   盘

液压马达

减速箱

比例方向阀

伺服马达

运动控制卡

驱 动 器

伺服液压转盘原理

伺服电机转盘原理

转   盘

选用配置

»	根据需求提供三色及以上多组份注塑机

»	伺服电机转盘装置

»	开合模比例阀控制

»	注射比例阀控制

»	油温预热装置

»	特殊原料专用螺杆

»	模具温度控制器

»	下料口温度检测装置

»	液压或气动喷嘴

»	弹簧喷嘴

»	多组吹气阀

»	多组抽芯装置

»	模板隔热板

»	玻璃管冷却流量计

»	自动上料机

»	干燥料斗

»	除湿机

»	磁力架

»	空气压缩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