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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現今市面上的所有產品，除了對於表面與光學品質的講究，同時產品本身重量也隨之降低，但是在

整體結構要維持一定強度。從文獻可知，我們可以利用提高模具溫度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提升模具

溫度卻會增加整個成型週期的時間，是因為較高的摸具溫度需要較長的冷卻時間，當我們要保留高模

具溫度能提升成品品質的特性並且又不增加卻時間時，即利用脈衝式冷卻的方式來達到我們要求的效

果。 

    脈衝式冷卻不僅會產生滯熱效應達到提高模溫的效果，使產品成型時可以有較佳的成型條件，同

時可在短時間內就將熱量帶離模具，所以冷卻效率又比傳統式冷卻來著高，使成型週期不因冷卻時間

而增加。因此對於此部分實驗與分析，將搭配相同成型參數，以比對脈衝式冷卻與傳統式冷卻的差異，

了解其溫度的歷程以及其溫度對於整個週期的影響，以應證論文的理論。 

關鍵字：脈衝式冷卻、變溫技術、動態模溫控制。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3C(Computer,  communication,  

consumer electronic)產品市場一直隨著科

技進步而演進，多半有著重量輕、外殼薄

以及外型絢麗的特性，但是較為輕薄的成

品必定伴隨著較大的流動阻力，成品受到

溫度的影響也隨之提升。除此之外當產品

的開發週期越來越短，為了因應提升生產

速度而使用多點進澆來成型，卻會有結構

強度的問題發生，例如融合線與殘留應力

的發生。有融合線處機械強度會較其他部

份來的脆弱，而殘留應力過大會使得成品

成型後受到外力較易毀損。因此為了避免

缺陷的發生，一般會採用提高模溫使熔膠

黏度下降來解決此問題，在提高模溫的同

時相對的流動性便上升。分子亦具有較長

的時間可以結晶，此時產品的成型品質可

大幅提升，對於一融合線的強度亦因為成

型溫度較高，使得分子間的混練程度有所

提升。 

     以此成型參數的改變可確實的改善

產品的品質，但是唯一的缺點則是整個成

型週期會因冷卻時間增加使得整體時間

也隨之拉長，為了保留高模溫之優點以及

避免增加成型週期，所以使用動態模溫控

制來解決所有的問題。動態模溫控制包含

火焰加熱、感應加熱、模內鍍層以及脈衝

式冷卻，此技術在充填的過程中，可以瞬

間給予一高溫於模仁表面，使得熔膠流動

性較佳。當進入到冷卻階段時，模具溫度

提升僅限於模仁表面，所以可以在瞬間就

使溫度下降而不影響整個成型週期。因此

能有效的控制溫度歷程，就能精準地設定

整個成型參數及其切換時間，無庸置疑的

對於整個射出成型產業更是一大推力。 

 



二二二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本研究在硬體架構上主要是將傳統

模溫機修改為具有脈衝式冷卻之功能之

模溫機，在控制上面有兩種功能，能夠自

由切換模式去搭配拉伸試片模具(圖 2)與

溫度感測器，並且完整的量測出溫度歷

程。對於此溫度歷程所擷取的資料在於穩

定後單週期的升溫以及最高溫度(圖 1)，

在單週期溫升方面主要是為了瞭解在充

填時，模溫可以提高多少溫度已增加流動

性。而在最高溫度部分則是能測量出，當

我們以一低於傳統冷卻模溫所設計的溫

度卻還是有著相同的模溫效果，以至於能

達到節省能源的結果。 

在實驗部分將搭配設計的製程參數

(表 1)去做試驗，其中包含改變料溫和模

溫(表 2)。擷取溫度的方式，則是將溫度

感應器埋設在距離模面 1mm的位置(圖

3)，分別記錄脈衝式與傳統式冷卻在模具

內連續成型週期的溫度變化歷程。而冷卻

方式最大的差別在於脈衝式冷卻的冷卻

水會停滯在模具之內，此時冷卻水帶走的

熱量大幅減少反而因為熔膠的熱量提升

了整體模具的滯熱效果。同時分析部份依

舊採用相同的製程參數以Moldex3D®做

分析，模型的建製配合原實體模具繪製而

成(圖 4)，使用的參數以及材料也忠實呈

現與實驗相同，以 Teijin公司所生產的

AD-5503做設定。對於所得到的資料將會

搭配實驗的結果做相互比對，比較結果是

否趨勢正確，並且以分析的方式探討溫度

歷程的真實性是否和實驗一致。 

 

三三三三、、、、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在搭配不同的製程參數所得到的結

果中，穩定後最高升溫在實驗部份(圖 5)

能觀察出會隨著模溫及料溫而提高，雖然

幅度並不明顯，但是從數據中有的趨勢可

以證明，當使用脈衝式冷卻可以使模具升

高大約 3~5℃。相對的以穩定後的單週期

溫升來看(圖 6)，在不同之製程參數所得

到的結果顯示傳統式冷卻升溫範圍在

2~2.4℃的之間，而脈衝式冷卻溫升範圍則

是略高於傳統式冷卻模溫的結果。 

就分析的資料顯示(圖 7與圖 8)，其

結果在脈衝與傳統式冷卻差異並不大，溫

度差異大約都是在小數點下兩位，但是數

值以及趨勢則是非常貼近於我們實驗的

結果。而在穩定後最大溫度於實驗對分析

的比較結果顯示(圖 9與圖 11)，脈衝式冷

卻確實較傳統來的高溫，但差異有限。對

於單週期溫升所顯示(圖 10與圖 12)，在

實驗與分析的結果亦如同最高溫度的所

得到的結論。除此之外對於模具溫度整體

來說，冷卻水路設計並非對稱的關係，使

得我們在公母模的模仁溫度會有些許的

差異 (圖 13與圖 14)，但是分析顯示的是

平均溫度，所以本身公母模並不具太大的

溫度差。綜合以上的資訊可以得到實驗設

計與分析結果是正確的，使我們將來在使

用此製程可以預先知道要怎麼去決定成

型參數。 

 

四四四四、、、、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脈衝式冷卻在充填階段因為冷卻水

沒有繼續帶走熱量，使得塑料的熱量傳遞

至模具表面，能夠使塑料本身在充填過程

有較高的模溫，以提高轉寫性、結構強度

以及表面品質等特性，達到本次研究所要

的結果。對於單週期溫升的結果顯示，當

通以一樣溫度冷卻水，同時對於流動截面

與距離維持定值，由熱傳導公式可知，溫

度較高的模具會被帶走比較多的熱量。 

dx

dT
AQ λ−=&  

所以在達到相同的冷卻時間使用一脈衝



式冷卻可以較傳統式冷卻有更快的冷卻

效率。除此之外就其單週期溫升成效來

看，脈衝式冷卻只比傳統式冷卻略高

0.1~0.2℃，此原因在於模具的冷卻水路設

計。當模具的冷卻水路設計較為均勻佈滿

於成品之上時，可產生比傳統式冷卻更佳

的滯熱效果，使得模具在充填過程會有比

較高的成型模溫。 

    在分析的比較結果中，在穩定後最大

溫度以及單週期溫升所呈現的趨勢雖然

和實驗是一致的，但是在脈衝與傳統式冷

卻數值結果差異卻非常的小，就此也了解

本實驗的水路設計不良，在分析也得到相

同的結果。從以上的分析結果得到的趨勢

非常相似，也增加了軟體分析的可信度，

相對的亦對於整個實驗做了強而有利的

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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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圖圖圖圖表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彙整 

表 1 成型參數 

成型參數 

充填時間   0.18 (s) 

保壓時間 0.2 (s) 

冷卻時間 15 (s) 

成型週期 24 (s) 

射出速度 300 mm/s 

射出壓力 150 MPa 

保壓壓力 120 MPa 



熔膠溫度 330, 345, 360 ℃ 

模具溫度 84, 99, 114 ℃ 

表 2 實驗方法 

 模溫 料溫 製成 

A1 傳統 

A2 
330 

脈衝 

A3 傳統 

A4 
345 

脈衝 

A5 傳統 

A6 

84 

360 
脈衝 

B1 傳統 

B2 
330 

脈衝 

B3 傳統 

B4 
345 

脈衝 

B5 傳統 

B6 

99 

360 
脈衝 

C1 傳統 

C2 
330 

脈衝 

C3 傳統 

C4 
345 

脈衝 

C5 傳統 

C6 

114 

360 
脈衝 

 

 

圖 1 拉身試片模具圖 

 

圖 2穩定後的最高模溫所擷取單週期升溫說

明圖 

 

圖 3 sensor埋設位置剖面圖 

 
圖 4 Moldex3D網格建立結果 

 

圖 5 脈衝式冷卻實驗最高溫度模溫對料溫比

較 



 

圖 6 脈衝式冷卻實驗單週期溫升模溫對料溫

比較 

 

圖 7 脈衝式冷卻分析最高溫度模溫對料溫比

較 

 

圖 8 脈衝式冷卻分析單週期溫升模溫對料溫

比較 

 

圖 9 穩定後脈衝式冷卻最高溫度實驗結果比

較 

 

圖 10 穩定後脈衝式冷卻單週期溫升實驗結果

比較 

 

圖 11 穩定後脈衝式冷卻最高溫度分析結果比

較 

 

圖 12 穩定後脈衝式冷卻單週期溫升分析結果

比較 

 

圖 13 穩定後脈衝式冷卻最高溫度分析與實驗

比對 



 
圖 14 穩定後脈衝式冷卻單週期溫升分析與實驗比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