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塑成形與射出成形於模內裝飾製程之效應探討 

Effect of thermoforming and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es on In-mold 
decoration 

 

唐兆璋 1 林建宏 1 呂金虎 1 陳孟志 2 黃招財 2 游朝凱 2 

Chao-Chang Tang1, Jian-Hong Lin1, Kin-Fu Lu1, Meng-Chih Chen2, Chao-Tsai 

Huang 2, Chau-Kai Yu2 

 

1.龍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Dragonjet Co., Ltd., Taipei, Taiwan 

 
2.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reTech System (Moldex3D) Co., Ltd., Hsinchu, Taiwan 
 

摘  要 

射出成形件常藉由裝飾製程提升塑件表面品質和產品價值，例如塗色、印

刷、轉印和電鍍等等，但這些額外的製程也將連帶提高製造成本與汙染。目前

模內裝飾法(IMD)為最熱門的裝飾法，利用此模內裝飾技術將能有效簡化繁雜的

傳統裝飾流程。現今模內裝飾技術已相當成功的運用於例如汽機車產業的平整

塑件，並且也能運用於複雜的三維塑件。然而，從薄膜成形到射出成形階段為

非常複雜的程序，如何有效掌握製程主要因素並加以控制為其中關鍵。此篇研

究在於利用實驗與模擬方法，探討如何掌握適當的射出成形與薄膜成形製程。

結果顯示熱塑成形與射出成形程序中，幾個製程條件將會影響最終產品的品質。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 模內裝飾(IMD) 、熱塑成形、射出成形、黏彈性。 
 

Abstract 

Decoration processing for injection molded parts, such as painting, printing, hot 

stamping, electroplating, and so on, is commonly applied to enhance the surface 

quality and product value. Due to extra processes, cost, and pollution problems 

increase. One of great solutions, which is performed in-mold decoration, has been 

utilized to minimize the processes for years. This technology was quite successful in 

relatively flat parts for automotive product and it also has been applied to various 

complex 3D parts. However, since it is so complicated from film forming to injection 

molding, how to realize the process mechanism is the crucial factor. In this study, the 

integration of forming and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es is proposed and performed 

both experimentally and numeri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various process conditions 

both in thermoforming stage and in injection stage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fin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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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來使用內置熱塑形薄膜之模內裝飾法

（IMD）已廣泛使用於汽車件之內裝、外觀與多

種手持式電子產品。為了減少二次加工的額外費

用，IMD 製程可取代許多傳統後加工處理，例如

噴塗、印刷、熱轉印、電鍍等等。如前所述，IMD

技術已成功使用於汽車之平板件產品，而對於複

雜三維塑件也可應用。然而，其內部機制與物理

現象至今無法完全全面性暸解，仍存在著許多的

挑戰。例如如何準備具備高品質裝飾薄膜、如何

掌握與控制薄膜之置入、如何設計適當之模具、

如何掌握成形條件等等[1-4]。在此篇研究中，首

先我們將先探討熱塑形薄膜對於射出成形之影

響。接下來我們將探討裝塑形薄膜之準備程序，

並使用數值模擬方式研究置入薄膜對於射出成

形之影響。另外我們也進行了實驗研究，結果顯

示在薄膜熱塑成形階段與射出成形程序，其數值

模擬與實驗結果一致。 

二二二二、、、、    理論與假設理論與假設理論與假設理論與假設 

    具備熱塑薄膜之 IMD 製程主要分析程序可

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薄膜熱塑成形階段，黏

彈性模型(K-BKZ)與 WLF 溫度相依性在此被考

慮，同時介於模面與塑料間之熱傳與摩擦也同時

考慮[8]。在薄膜熱塑成形之後，將被安置於射出

成形製程之模穴內。 

    第二階段為 IMD 之射出成形模擬，在此射出

程序包含充填、保壓、冷卻與翹曲等階段。在充

填與保壓階段，熔融塑膠假設為泛牛頓流體(GNF)

流動行為，而非恆溫三維流動行為也在此使用數

值化描述。由於 FVM（finite volume method）具

有穩健性與高效率的特性，因此使用於此研究中

解析複雜三維幾何的暫態流動場。成形冷卻期

間，三維、週期性與在冷卻管路和模座表面具有

對流邊界條件的暫態熱傳問題，在此研究也被考

慮[5-7]。另外，整體熱傳現象使用三維 poisson

方程式描述。在此我們假設週期性平均模溫與時

間無關。在翹曲分析中，機械性質假設為線性彈

性。應力-應變平衡方程式也在此使用於解析問

題。 

三三三三、、、、    研究程序研究程序研究程序研究程序 

    在探討從薄膜熱塑階段到射出成形之完整

程序前，我們先探討熱塑薄膜置入射出成形程

序，其不同薄膜材質、產品厚度和操作條件之影

響。此外，之前提及為了對置入薄膜之 IMD 製

程有較清楚的瞭解，此程序可分為兩個階段：薄

膜熱塑成形階段和射出成形階段。首先，兩個階

段都將先以數值方式進行模擬。在薄膜熱塑成形

階段，使用 T-SIM模擬軟體。在射出成形階段，

Moldex3D 軟體使用於探討充填、保壓、冷卻與

翹曲之程序。詳細敘述於後： 

3.1 薄膜薄膜薄膜薄膜之之之之熱塑成形熱塑成形熱塑成形熱塑成形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圖 1顯示熱塑成形階段裝飾薄膜幾何形狀，

此成形後薄膜之幾何大小為 110 mm X 45 mm X 

25 mm。原始薄膜材質為 Bayer PC塑料，其大小

為 80 mm X 140 mm，其原始薄膜厚度為 0.125 

mm。成形條件部分，∆P=7 Mpa並持續 1秒，模溫

為 75℃。 

3.2 IMD 內置內置內置內置熱塑熱塑熱塑熱塑薄膜之薄膜之薄膜之薄膜之射出成形射出成形射出成形射出成形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IMD 內置熱塑薄膜之射出程序與多材質射

出成形程序相似[9]。在此我們假設在射出程序之

前，熱塑薄膜已被完好的安置於模穴內。使用於

射出程序之塑料為 GE PC+ABS。圖 2 (a) 顯示澆

口位置與模穴幾何，圖 2 (b) 顯示模座與冷卻水

路佈置。 

四四四四、、、、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在薄膜熱塑成形階段，我們做了若干研究探

討。熱塑成形過程中，由於複雜的幾何、材料性

質和程序條件等因素，薄膜並不會是均一厚度。



圖 3 為延著 X 軸方向之薄膜厚度分布。圖中顯

示，曲線的曲率改變是因為薄膜被拉伸所造成的

厚度下降現象。另外，當薄膜拉伸為三維現象

時，沿著不同座標方向將會有不同的厚度變化。

當薄膜歷經熱塑成形而塑形之後，最終薄膜厚度

分布如圖 4所示。由此圖可見，經過熱塑成形後

的薄膜厚度並非均一。 

    薄膜熱塑成形後被安置於射出成形模穴

內，其幾何與模座如圖 2所示。首先，以設計考

量而言，人們希望能找出縫合線與包封位置。圖

5 點出了其最可能的縫合線區域。此外，與傳統

單一材料射出系統做比較，當所置入薄膜之存在

與否將對其射出行為會顯著的不同。當經歷充

填、保壓、冷卻至室溫並開模頂出，其開模後的

塑料將包含收縮與翹曲行為，此將對品質有顯著

的影響。圖 6顯示具有薄膜的 IMD 射出程序後，

塑件在兩側趨向於往上翹。若以傳統單一材質做

射出，其翹曲行為如圖 7所示。當更一步比較後

可發現，兩者在總位移上的量值並不相同。 

    最後，我們也進行了 IMD 內置薄膜之完整程序實

驗探討。圖 8顯示在熱塑成形階段，模擬與實驗兩者

延著 X方向之厚度分布比較。結果顯示，兩者間的趨

勢一致。藉由此方法，可讓設計者對於塑形後的薄膜

厚度分布將能更具感覺。 

    當薄膜置於射出模穴內，IMD 射出充填階段

之充填行為如圖 9所示。從此種短射研究中，可

清楚對比發現數值模擬與實驗結果相當一致。

IMD 最後產品之真實翹曲行為如圖 10所示，而

此翹曲行為與模擬預測結果一致。進一步解析，

由圖 11 所示之實驗與模擬翹曲量值比較中更可

發現，其趨勢相當一致。 

五五五五、、、、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此研究中，我們有系統的探討具有熱塑薄

膜 IMD 的製程程序。結果顯示，幾種不同程序

條件同時對於熱塑成形與射出成形都會造成影

響，並且也將影響最後產品品質。此外，我們也

對 IMD 整個程序進行實驗探討，包含熱塑成形

與射出成形程序。比較結果顯示，熱塑成形與射

出成形的實驗與數值結果相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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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圖表匯整圖表匯整圖表匯整圖表匯整 
 
 

 
(a) 

 

 
(b) 

圖 1. 熱塑成形薄膜幾何：(a) 真實照片，(b) 幾何網
格模形。 

 

 
圖 2. 具有熱塑薄膜之 IMD 製程：(a) 包含流道之射

出成形系統，(b) 模座與冷卻系統構造。 
 
 

 
(a) 

 
(b) 

圖 3. 薄膜於熱塑成形階段沿著 x方向之厚度分布：(a) 
數據取點位置，(b) 沿著 x方向之厚度分佈。 
 
 

 
 

圖 4. 置入射出成形模穴內之薄膜厚度分佈。 
 
 

 



圖 5. IMD充填階段縫合線預測位置。 
 
 

 
圖 6. 具有熱塑薄膜 IMD 製程之翹曲行為，圖示為總
變形放大12倍之結果，其總變形量值為0~0.4567 mm。 
 
 

 
圖 7. 不具熱塑薄膜之單材質射出翹曲行為，圖示為放
大 12倍之結果，其總變形量值為 0.076 ~ 0.4425 mm。 
 
 

 
(a) 

 
(b) 

圖 8. 實驗與模擬在 X 軸方向的薄膜厚度分布比較：
(a) 實驗取點位置，(b) 模擬與實驗數據比較。 
 
 

 
圖 9. 具有熱塑薄膜之 IMD 製程，其射出充填階段之
對比圖。 
 
 

 

圖 10. 實驗之翹曲趨勢與圖 9之數值模擬結果一致。 
 
 

 
圖 11. 實驗與數值之翹曲量值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