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流道和控制器 
全球最值得信赖的热流道和控制器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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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基是全球领先的塑料加工机制造解
决方案和服务供应商。我们设计、制造和
集成了业界最全面系列的注塑设备，业务
覆盖机器、模具、热流道、辅助设备和集
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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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优先方式  

我们始终努力熟悉您的业务和具体技术要求。这种方式反映了我们
的目标，即为每种应用提供优化的熔体输送解决方案-帮助您更快
地将产品推向市场，同时用更低的零件成本获得更高的品质。我们
的增值服务包括深入的应用分析、材料测试、流动模拟、有限元分
析（FEA）、24小时服务、零件和本地服务。

提供完整的模具解决方案，我们的热
流道既有热点式浇口也有针阀式浇口
配置，根据应用要求，可以提供由分
流板、Ultra注嘴和板件组成，并由
Altanium控制器支持的完整热区。

我们的技术可帮助您最大程度地减少浪
费并提高生产效率。通过优化整个熔
体输送系统，我们可以确保最佳的浇
口品质、模腔间的平衡以及快速的颜
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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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 Helix™ 阀针式浇口
最佳的浇口质量和浇口寿命 

有些瑕疵是无法接受的。您需要注塑具有可重复性、卓越品质的零件。

Ultra Helix™融合了新的加热器设计，可提
供集成加热器的性能，具有赫斯基可移
动加热器的维护优势。这些加热器的一
致性和性能使注射平衡不足与单个注嘴
加热器的性能分离，确保您在更换加热
器时不必担心平衡变化。提升的加热器
一致性水平可显著减少模具验证的时间
和成本。

Ultra Helix™通过先进的热流道技术提供
了其他浇口无法比拟的性能。使用Ultra 
Helix™阀针式浇口，只需投资一次，即可
轻松制造完美的部件，重复数百万次，品
质如一。

我们最新推出的阀针式浇口技术Ultra 
Helix™，可以直接浇注部件，浇口残留微
乎其微。卓越的浇口品质在数百万次生产
周期后仍保持不变，比市场上的其他任何
阀针式浇口更为持久。与赫斯基市场领
先的伺服驱动阀杆致动装置UltraSync-E™
配合使用，可以获得最佳的浇口质量和最
长使用寿命。使用UltraSync-E™进行阀杆
速度分析时，阀杆进入浇口孔时会减慢阀
杆的速度，从而提高了浇口的质量，并减
少了因阀杆快速进入浇口的冲击而引起
的磨损。

此外，Ultra Helix™阀针式浇口通过在可
更换的注嘴头里集成精密浇口和校准几
何结构，简化了冷半模加工需求。赫斯基
竭尽全力确保精确对齐。将浇口孔恢复到
原始状态像更换注嘴头一样便捷；无需模
具返工。

Ultra Helix™阀针式浇口的设计采用第一
原理方法，可准确了解浇口痕迹的形成方
式，并结合了新颖、先进的制造技术，从
而使阀针式浇口具以下特点：

• 确保阀杆与浇口孔对齐，从根本上消
除了这些部件的机械磨损

• 提供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致的热分布，
提供出色的模腔平衡性能和非常宽泛
的加工窗口

• 简化了模具集成的加工过程，节省了
模具制造商的时间和成本，缩短了模
具制造商的验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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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 SideGate™  
直接侧浇口变得容易

我们的Ultra SideGate™热流道是为需要
注射各种树脂（而浇口位于侧壁上）以制
造高品质部件的注塑商设计。

• 允许直接浇注部件，否则需要使用冷
流道浇口

• 在宽广的操作窗口内提供出色的浇
口质量

优质零件优质零件
• 出色的浇口品质至关重要，对浇口残
留最在意的医疗行业更甚。我们的
Ultra SideGate™热流道在成品部件上
留下的浇口残留微乎其微（约0.05 毫
米残留）。

以最小的占地空间实现最高的生产率以最小的占地空间实现最高的生产率
• 我们的Ultra SideGate™热流道优化了
针头到针头的间距，可紧密至15 毫米

• 注嘴所占面积经过优化，可最大程度
地提高模具完整性。这就允许模具基
座中的模腔数量最大化。

易于安装和维护易于安装和维护
• Ultra SideGate™易于使用且易于维护。
注嘴头直接安装在模腔插件中。这种
方法消除了对模腔的需要，减少了模
具维护量，无需移除模具即可直接进
入各个针头。

UltraSeal®UltraSeal®的防泄漏操作的防泄漏操作
• 我们的UltraSeal®专利技术内置于每个

Ultra SideGate™注嘴中，可提供一致的
防泄漏操作，并提供三年质保。Ultra 
SideGate™针头到外壳的接口使用弹
簧进行预加载，从而可以在更宽的温
度范围内发挥作用。

灵活的针头配置灵活的针头配置
• Ultra SideGate™每个注嘴可支持一
个、两个或四个注嘴，可满足您的应用
和成型需求的灵活性。Ultra SideGate
设计能够兼容各种树脂，包括较难模
塑的树脂，例如聚碳酸酯。

• UltraSpring™技术可确保简易启动，防
止泄漏

• 独特的设计可轻松整合到您的模具中

• 拉伸部件（例如移液器、注射器筒和
其他小零件）的理想解决方案

• 提供多针头、弯式和直列式配置。

介绍我们的新型介绍我们的新型  
Ultra SideGate Inline
我们的新型Ultra直列式侧浇口是部件间
距低至15 毫米的理想选择。除了我们标
准的Ultra侧浇口热流道的所有优点外，直
列式配置还提供独立的温度针头控制，可
提供行业领先的平衡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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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ync–E™  技术
100% 阀杆同步

生产精密零件的模塑商需要可靠的热流
道以制造出一致性最好的高质量部件。我
们的UltraSync-E™技术通过精确的阀杆闭
合，提供了点到点以及零件到零件之间的
一致性，极其适合无尘室内应用。

通过由伺服电机驱动的阀杆100％同步，
可以实现UltraSync-E™的卓越精度。系统
可提供精准的推力以实现出色的浇口品
质。

• 医疗、技术和高精度小型零件的理想
解决方案

• 阀杆速度曲线可减少浇口磨损并延长
阀杆和浇口孔的寿命

• 最小注嘴间距为15毫米

• UltraSync-E™技术与Ultra 250, Ultra 
350，Ultra 500和Ultra 750针阀式浇口
热流道注嘴兼容

• 独特的板驱动机构无需过多维护，所
有运动部件均在滚子轴承上运行

我们的UltraSync-E™热流道提供的技术可
直接影响浇口品质

• 只需一个界面，即可轻松设置

• 含安全启动程序，在热流道未达到设
定温度时，将禁止阀杆致动

• 消除了由于操作员的错误操作而对系
统造成的潜在损害

除电动UltraSync-E™热流道外，我们还提
供液压和气动驱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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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Y™ 预装分流板系统  

快速从吊装箱取出，装入模具并投入生产

基于赫斯基热流道创新史，赫斯基最新推
出的UNIFY™分流板系统可通过简便、一
步式安装方法将热流道分流板装入模具，
无需预热系统，使客户节省70％的系统安
装时间。装运前在赫斯基工厂预接线、预
安装，确保可快速装入模具。UNIFY™分
流板系统可节省安装时间和人工，并提供
与所有赫斯基热流道相同的防漏性能。

• 一步式安装简便、快速且可靠，确保
模具尽快投入生产

• 易于维护，只需一步从模具中取出，可
以节省时间和维护成本

• 定制的刚性框架与分流板和模具布
局相匹配，具有市场上最高的形状灵
活性，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模具
的影响。

• 经过验证的赫斯基标准注嘴性能

• 减少安装过程中损坏针头的风险

UltraSeal®防泄漏技术；即使热流道不在
其运行窗口内，UltraSeal®技术也可在启动
时防止泄漏，并具有三年防泄漏保证期。
该设计允许注嘴在安装过程中相对于分
流板滑动，使其与闸门对准，同时仍确保
旋入式注嘴的防泄漏性能。
UltraSeal®设计使注嘴在寒冷条件下、工
作温度下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温度
都与模具浇口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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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ENT™ 弯式分流板系统
光学、美学和汽车照明应用的理想选择

我们的新型LUCENT™热流道是弯式分流
板配置中的理想技术，可注塑具有光学或
极高美学要求的零件。同时也是汽车照明
应用的理想选择。赫斯基在热流道上积
累50多年的经验，涉及全球几乎所有的塑
料应用，如今推出了LUCENT™。
赫斯基所有的技术经验已被用于开发一
种在热均匀性和熔体输送性能方面最先
进的产品。

整个热流道由特种钢制成，某些部件使
用了特殊涂层，以避免聚碳酸酯降解，从
而避免在透明晶体应用（例如镜片和窗户
面板）上出现黑点的风险。
注嘴针头由四种不同的材料制成，具有出
色的隔热性和对模具的最小散热性。这有
助于形成最佳的浇口痕迹。

Lucent™包含具有3年防泄漏质保的
UltraSeal®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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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anium Delta5™ 控制器控制器——
性能卓越、价格实惠，提供高达128个区
域的控制

Altanium Matrix5™控制器控制器——
大型用户界面、高端功能，最多可控制255
个区域

业内最全面的模具控制器质保业内最全面的模具控制器质保
赫斯基的Altanium™模具控制器不仅提供
最精确的温度和模具控制，而且还拥有业
界最佳的质保。现在，所有Altanium™ H系
列控制器均享有5年质保，包括接口、H系
列控制卡和主机。

Altanium伺服控制伺服控制
易于使用的伺服驱动，控制所有模具运动

随着液压和气动控制越来越不被业界所
应用，伺服系统正迅速成为驱动模具运
动的新标准。我们的Altanium伺服控制技
术专为成型行业量身定制。

Altanium™ 控制器
注塑行业极易使用，最精确的过程控制器

赫斯基的Altanium™控制器可提供最精确
的温度控制、易于使用的伺服和针阀式浇
口控制，以及业内最佳的故障恢复解决方
案。其还具有在全彩屏幕上易于使用的导
航功能，并提供多种配置，适用于任何注
塑环境。

所有Altanium™控制器均使用主动推理技
术（ART），可提供优化的控制，以提高点
对点和腔对腔的一致性和可重复性。ART
通过一流的功率输出，完全隔离的热电偶
输入和行业领先的热电偶采样率，确保了
温度读数的完整性，从而提供了更严格的
控制和最小的可变性。

智能控制卡（ICC3）是所有Altanium™控
制器的标准配备。这些控制卡可在整个
产品系列中任意互换，并具有2整年的质
保期。

Altanium Neo5™控制器控制器——
经济高效、易于使用的控制器，适用于2至
48个区域

这种可靠且灵活的方法可以控制模具
的多种参数，从而为您提供值得信赖的
解决方案。基于Altanium Matrix5™平
台，Altanium伺服控制是市场上第一个完
全集成的伺服、针阀式浇口和温度控制
器，从启动到生产均有全球支持。

Altanium伺服控制非常可靠，并且还提供
卓越的高精度控制，其中包括：
• 最多6个轴的线性和旋转致动的任意
组合

• 可选集成温度控制功能，适用于多达
255个区域，

• 单独界面中UltraSync-E™伺服控制

• Altanium Matrix5™，19英寸全彩、易于
使用的触摸屏界面

• 全球现场启动支持

• 与包括Baumueller、Exlar等在内的多
个品牌的电机和致动器兼容。

• 高精度运动控制，提供多步运动分析
和绝对位置反馈

• 清洁驱动方式，无油污沾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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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优势
先进技术有助于提高部件生产的速度和质量

UltraSeal® 
即使热流道不在其运行窗口
内，UltraSeal®技术也可以防止启动时发
生泄漏，并提供三年的防泄漏保证期。
• 注嘴预装到分流板，可在寒冷条件下
实现防泄漏运行

• 在高于和低于工作温度（+/-100C）的
广泛温度范围内有效防止泄漏

• 弹簧力经过优化，可最大程度地提高
密封力，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小板件的
变形，以减少模具磨损

可靠的高性能热流道是任何注塑系统的
关键要素。我们的Ultra热流道系列可以
帮助您优化系统，以实现高产量、更好平
衡性、快速换色和具有较低可变性的优
质部件。

我们的Ultra系列热流道提供：
• 宽泛的操作窗口，最大程度地提高了
加工灵活性

• 易于维护和零件更换

• 多种浇口解决方案，包括用于磨料的
浇口解决方案

• 三年防泄漏保证期

UltraGuide®
UltraGuide®技术在进入浇口区域之前先
对阀杆进行预对准，以实现出色的浇口
质量。
• 圆柱形截止阀可在一定工作温度范围
内实现出色的浇口品质

• 导热针头部件，易于启动，加工范围
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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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流道服务
支持热流道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 与新的热流道系统相比，节省成本高
达40％

• 所有更换部件质保期重置

• 快速周转时间

• 由经验丰富的热流道技术人员进行
翻新

赫斯基提供的服务可为您的工具提供终
身支持。从零件和模具设计到生产和维
护，我们可以与您合作-缩短产品上市时
间，提高生产率，最大程度地减少零件变
化，并确保我们的热流道使用寿命最长。

赫斯基热流道服务包括：
• 应用审查以确定最佳的热流道技术

• 流动模拟和材料测试

• 有限元分析

• 热流道翻新

• 24/7式备件可用性和本地服务支持

流量模拟分析（流量模拟分析（FEA））
我们的流程模拟专家可以帮助您将优质
零件更快地推向市场。流动模拟对聚合物
流经热流道和模具模腔的流动进行建模
（填充、包裹、冷却分析）此外，流动模拟
可用于分析成品零件（翘曲分析）。

我们的流程模拟中心考虑了注塑过程的
所有关键方面，包括：
• 零件和模具设计

• 浇口数量、浇口位置、浇口尺寸、焊接
线位置、纤维方向和注射压力

• 定义最佳注射时间

• 确定顺序式针阀式浇口的顺序

• 优化冷却

• 确定空气阱的位置

热流道翻新热流道翻新 
我们的热流道翻新方案是一种经济高效
的解决方案，可确保提高生产率和正常运
行时间。翻新服务范围从熔体通道清洁到
完整的系统翻新（包括更换板件）。
检查所有部件是否磨损，并更换不符合原
始规格的部件。

我们的热流道翻新方案是一种经济高效的解决

方案，可确保提高生产率和正常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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