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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YWOD沃伊沃德公司的员工在
塑料工业领域的配料和混料方面有
着数十年的经验。 
 
WOYWOD沃伊沃德公司成立于20
世纪70年代末，是一家向塑料挤出
行业提供设备的典型工程公司。基
于技术的专业性，独创性和产品的
持续开发，我们现已成为塑料加工
行业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自1980年我们获得PLASTICOLOR
的经营权以来，我们的产品范围不
断扩大，并开始了我们目前供应的
产品范围。通过改进，配料单元仍
是模块化PLASTICOLOR系统的核
心，该系统我们已经逐步实现进一
步的开发。我们的第一个配料单元
实际上是在车库里制造并交付给客
户的。

我们目前的服务范围从咨询、规划
和设计到生产、客户现场调试及现
有设备维护。此外，我们在全球范
围内提供全面的物流和交付服务及
备件服务。 
 
 

最初， 
我们只生产少量的产品， 

为满足客户要求， 
不断提产高销售水平， 
从而得到快速增长。  

 
 
创新和务实。对我们来说并不矛盾
，而是一种活生生的企业文化。
WOYWOD沃伊沃德公司对创新的
热情尤其体现在我们拥有的专利数
量上。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做好产品
和保持良好的客户关系 
  

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产品更加优
良，经得起未来的检验，同时不断
确保最高质量。我们如何做到这一
点？拥有经验丰富的员工和独特的
友好团队精神。 
 
WOYWOD沃伊沃德的每一位员工
都了解我们公司的一切并知道自己
的职责，相互信赖。我们紧密团结
、友善的工作环境造就了今天的我
们。 
 
我们的产品和系统极具通用性。我
们的客户包括电缆、电线和光纤的
制造商，以及技术型材、单丝、薄
膜、片材和建筑材料的生产商，我
们还为生产注塑制品的公司提供产
品。独立组件的设计可以很容易地
组合成一个定制的系统。 

专注精度 
始于1971 

这两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塑料行业也久负盛名。自1980年以来， 

我们一直在为塑料加工行业提供我们的PLASTICOLOR
配料装置和系统。PLASTICOLOR系统是精密、优质、
耐用和最佳成本效益比的代名词。它被世界各地的塑料

加工公司和高品质挤出和注塑系统制造商所使用。

WOYWOD = PLASTICOLOR 
PLASTICOLOR = WOYWOD

1



混/配料系统专家

WOYWOD 不仅仅是塑料加工的部件供应商

咨询、规划和设计 
 
沃伊沃德销售团队随时为客户提供
建议和开发理想的解决方案。我们
PLASTICOLOR系统的模块化设计
意味着我们通常只需要为每个客户
专门制造一些部件。我们的内部设
计团队使用最先进的CAD工具为各
个系统和特殊组件创建制造计划。

总装和特殊设计 
 
施工计划获批后，所有配料和混合
系统在我们位于柏林附近 
Werneuchen/Seefeld的工厂进行
组装、完工和测试。根据客户要求
，还可在那里进行修改和定制系统
。在任何时候，我们有资格的专家
确保我们的产品是最高质量的。

物流和处理 
 
经过全面的质量控制，我们的订单
处理人员保证项目的顺利执行。他
们确保货物按约定交付到全球各地
的生产现场。我们的员工经常接受
培训，以确保他们始终了解最新的
通关、货运单据及运输等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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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和维护 
 
我们的配料和混合系统尽可能完全
组装好才交运。系统的组装和控制
连接通常可以在我们工厂轻松完成
。对于更复杂的系统，我们可以选
择直接在现场进行调试。沃伊沃德
产品另一个优点是免维护。如果有
任何其他问题，我们的服务人员可
以使用远程维护工具或直接在现场
提供快速帮助。

备件 
 
我们的备件仓库有一万多件库存。
对于中午12:00（德国时间）之前
收到的订单，货物通常在当天发货
，具体到达时间取决于交货地点，
理论上可以在同一天交付。这意味
着存储备件的成本不再是客户需要
考虑的因素。

培训 
 
根据要求，我们为客户的员工提供
有关混料和混合系统的深入培训。
经过专业的培训可保证系统的顺利
、无故障安装和不间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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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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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位于Werneuchen/Seefeld的工厂专
门完成并测试PLASTICOLOR系统。由我
们训练有素的专家进行系统装配，确保了
系统的最高精度和质量。因为有他们，我
们才能够以灵活和直接的方式响应客户的
要求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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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零配件筛选   

2 原型设计 

3 PCB电路板焊接 

4 配料装置的组装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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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混料装置的出厂测试    

6 最终检查 

7 包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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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TICOLOR 

系统

通用性 
 
PLASTICOLOR系统具有完全模块
化的结构。独立组件的设计可以很
容易地组合成一个定制的系统。这
使得我们能够创建高效、可扩展的
系统，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精确定
制。 
 
该系统的核心是我们精密且坚固的
配料单元。它们有四个规格，性能
在70 g/h到6600 kg/h之间。根据
客户的要求，也可以单独或作为一
个完整的系统使用所有组件。 
 
PLASTICOLOR系统设计用于添加
颗粒状、自由流动和非粘性材料，
如色母粒、再生料、未加工和PVC
干混料。应用包括所有挤出、吹塑
和注塑制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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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产线的实际要求差别很大且变化很
快。模块化原理使快速、方便地配置单个
颜色变化系统、配料站以及体积或重量混
合站成为可能。根据要求，我们的PLASTI-
COLOR系统的所有组件可以单独使用，也
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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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个配料单元    

2 换色系统 

3 体积式混料装置 

4 三层共挤生产线配套的失重式混配料装置

4



 
配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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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密且坚固的配料单元是我们的
PLASTICOLOR系统的核心。它们有四种
规格，产量从70 g/h到6600 kg/h不等。

1 主料斗 

1b 配料装置贮料斗 

2 颈式混料器 

3 配料驱动马达 

4 喂料螺杆 

5 挤出机 

 

通用性 
 
PLASTICOLOR系统具有完全模块化的结构。
独立组件的设计可以很容易地组合成一个定制
的系统。这使得我们能够创建高效、可扩展的
系统，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精确定制。  
 

应用选项 
 
这些装置设计用于颗粒、自由流动和非粘性材
料的配料，如色母粒、再生料、未加工和PVC
干混料。它们涵盖了所有的挤出、吹塑和注塑
制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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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效益 
 
·螺丝更换容易--配备快速释放闩锁，电机可
以很容易折叠起来。 

·通过快速排放设施（手动或气动）易于清洁
。 

·通过带有下料接口滑块的PC1500至PC3500
装置（某些型号可选）可以实现体积流量控
制 

·通过下料接口滑块（手动或气动）对正在生
产中（带有两个或多个单元）的物料进行填
充或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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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C1500 配料单元 
给料速度为70g/h-53kg/h*  

2 PC 2500 配料单元 
给料速度为70g/h-205kg/h*   

3 PC 3500 配料单元 
给料速度为100g/h-1,100kg/h*   

PC 5000配料单元(没有插图） 
给料速度为10 -6,600kg/h* 

 

* 取决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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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色系统

我们的换色系统设计适用于挤出机和注塑机
的简单或复杂应用。它们有两到八个配料装
置的标准版本，或者有超过八个配料装置的

特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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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料斗   

1b 配拉装置贮料斗 

2 配料装置   

3 下料斗接口阀门   

4 颈式混料器 

5 转接单元 

6 挤出机

操作原理 
 
使用我们的换色系统，可以在几秒钟内不间断
地从一种颜色切换到另一种颜色。控制器可以
关闭一个生产单元，同时启动另一个生产单元
。每个配料装置都配有一个气动下料接口滑动
开关。这些开关自动打开和关闭，防止材料泄
露。安全关闭配方中未涉及的配料装置意味着
可以为下一次生产运行做好准备。 
 

实际效益 
 
·立即切换生产。 

·操作简便 

·预拌料少。 

·降低安装成本。 

·避免生产浪费和废品。 

·由于多个单元的互连而可扩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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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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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OYWOD沃伊沃德配料机，所有成份均
从机器喂料器（如主料斗、上料器、磁分离器
）输送。我们的配料机设计用于具有尽可能恒
定和稳定产量或输出量的加工设备。它们适用
于多成份配料（如催化剂/着色剂）和多种颜
色变化。

操作原理 
 
就像在我们的独立单元，主物料自由流入挤出
机或注塑机的螺杆内。所有添加剂成份都加入
到主要原料流中。配料螺杆的速度与加工设备
的速度同步。材料在生产机器中混合。配料和
加工之间的短距离可防止物料产生分层。 
 

实际效益 
 
·可以自定义组合。 

·直接通过设备喂料器进行二次配料。 

·避免物料分层。 

·可扩展升级至混料装置 

1 抽料机   

2 主料斗   

2b 配料装置贮料斗 

3 配置装置 

4 颈式混料器 

5 转接单元 

6 挤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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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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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混料机，包括主料在内的所有材料都由
配料装置供给。标准混料机由两到八个配料装
置组成。由于采用模块化结构，可轻松实现具
有八个以上组分的特殊设计。PLASTICOLOR
系统也有助于现有混料机的简单和低成本的扩
展，或从体积到重量的操作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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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PLASTICOLOR混料机的主要部件是混料下料接口、PLASTICOLOR料斗、
物料输送以及带有重量混料装置的称重料斗组件。所有组件都根据要求有
不同的变化。根据您的应用，您可以自行组合这些装置并以最佳方式将它
们与您的单个生产过程相匹配。 
 

实际效益 
 
·高计量精度（约为±0.5%或更好）。 

·在物料变化过程中极少量的预混合材料。 

·不中断生产的取样。 

·物料无分层 

·极端混合比，例如1:2000是可能的。 

·重复性非常好。 

·材料和配方存储、订单管理（可选）。 

·广泛的监控功能。 

·高可靠性，即使在连续运行期间。 

·所有操作数据和故障的完整记录。 

·准确记录所有消耗数据和生产过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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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式混料机 失重式混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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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重式配料/混料机



 
产量计量系统/ 
失重式喂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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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和控制技术领域，PLASTICOLOR
系统用于将各种尺寸的料斗组件与其他
部件（如快速卸料系统、储料斗和上料
器）组合在一起，这些部件起着完善产
量计系统的作用。我们的产量计系统可
以很容易地与现有的混料机（PLASTI-
COLOR或第三方产品）结合起来。

应用选项 
 
我们的产量计系统和完善的控制系统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在共
挤过程中，可以节省材料并确保最佳层厚比。与工控机一起，可
以获取、显示、评估和打印所有相关数据。 
 

实际效益 
 
·可轻易与现有的混料机（PLASTICOLOR或第三方产品）联机结
合。 

·可通过现场总线系统（modbus、profibus等）进行连接。 

·通过IPC进行数据分析（可选）。 

·始终如一的高品质成品。 

·减少材料消耗。 

·稳定、可重复的生产工艺。 

·减少启动和关闭产生的浪费。 

·带或不带自动体积密度检测的秤重装置。 

·无需工具即可安装和拆卸的秤重装置（快速清洁）。 

·易于与IPC触摸屏PC一起使用（可提供不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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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真空吸料机   

2 储料斗 

3 补给阀 

4 称重料斗 

5 PPM控制模块及接口 

6 快速卸料装置 

7 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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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技术 
 
示例图 

1-n层共挤挤出机和牵引装置 

1-n台挤出机上混料机单独控制，每个混合机可配2至8个组分

1          牵引装置    

2          挤出机   

M          马达  

T          速度计 

PPM         控制模块 

IF          接口 

PC/MD    计算机/移动设备 

1

25

105,2 kg/h

M T

87,3 g/m

M T

100,5 kg/h 85,7 kg/h 90,3 kg/h 122,2 kg/h

PPM

PM 

PM 

SPS/PLC

IF IF

PC/MD

PPMPPMPPMPPMPPM

PLASTICOLOR测量和控制技术用于塑料加工
行业的所有领域，例如电缆制造、柔性片材挤
出、吹膜挤出、成品挤出、管材挤出或吹塑。
重量分析及其相关的测量和控制设备提供了广
泛的应用选择，用于提高产品质量、节省材料
和保证共挤过程中的最佳层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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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吸料机

应用范围 
 
我们的上料器（真空输送机）可用
于自动输送自由流动的材料，如塑
料颗粒、团聚体、云母片和塑料粉
末（例如用于生产型材和管道的
PVC干混料）。我们的设备用于塑
料和食品工业、动物饲料制造以及
化学和环境部门。此外，我们的上
料器可以很容易地适应新的任务。 
 

实际效益 
 
·坚固、优质的结构（不锈钢容器
）。 

·高真空度，高性能。 

·微处理器控制。 

·自动（脉冲）过滤器清洗。 

·通过数显屏可编程吸入时间。 

·如果未进行填充，则发出警报。 

·如果物料丢失，则触发停止。 

·低噪音排放。 

·可选各种配件 

用于塑料颗粒、团块、云母片、二次研磨或粉末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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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们PLASTICOLOR系统的所有组件一样
，上料器采用模块化设计。且有不同的尺寸
可用于不同的产量（高达4000 kg/h），适
合长距离输送，其特点是坚固的设计、简单
的组装、易于操作和高操作安全性。通过需
求驱动的配置和组件选择，这些设备能够以
低噪声排放实现清洁、节能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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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吸料机产品系列图     

2 快开系统 

3 大口径不锈钢出口挡板 

4 20升不锈钢料斗装载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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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系统

空气干燥系统 
 
这些系统基于吸收原理，即通过含
有干燥剂的腔室进行闭环加热和除
湿。它们独立于环境条件运行，可
选择配备IPC和总线接口。所有系
统都是单独规划的，并根据各自的
应用进行定制。

热风干燥系统 
 
这些烘干机利用周围的空气。因此
，干燥结果取决于环境条件（相对
空气湿度和温度）。热风系统主要
用于非吸湿材料的预热或干燥。

实际效益 
 
·多种可能的组合。 

·完全绝缘的干燥料斗。 

·能源效率（节能高达40%）。 

·模块化设计。 

·操作简单。 

有效干燥塑料材料，确保最佳残余水分含量是生产高
品质产品的关键。WOYWOD沃伊沃德产品系列包括
移动式紧凑型烘干机或中央烘干系统，以及用于将非
晶材料转化为半晶PET的结晶系统。所有干燥料斗均
完全绝缘，并配有检查玻璃。较大的料斗配有清洁门

，以确保最佳的操作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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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系统和软件

控制 
 
所有的控制和控制系统都是直接在
WOYWOD（沃伊沃德）开发和制
造的，并精确地根据PLASTI-
COLOR系统定制。 
 
大量具有不同功能的变量可用于各
种单元和系统的操作和可视化。应
用领域取决于模型，从同步控制和
存储生产参数和错误数据到集成物
料、配方和/或订单管理

我们的控制装置还可轻易地连接到
所有公共总线系统（Modbus, 
Profibus总线等），并“为工业4.0
做好准备”（通过OPC UA进行通信
）。 
 

开发 
 
我们的开发工程师在控制工程领域
有数十年的经验。我们的设备和系
统与我们专有的硬件和软件解决方
案之间的完美匹配保证了最高级别
功能与引导式操作相结合。 

类型 
 

带换向器和无刷电机的单个配料装
置的单一控制 
 
PDC系列模块控制，适用于单个体
积配料装置、换色系统、配料站和
体积混料站 
 
PPM控制系统适用于配料装置、换
色系统、配料站、产量测量、体积
混合站、重量混合站的、控制任务
，例如挤出机控制（kg/h）、米重
控制（g/m）

WOYWOD专用的 
PLASTICOLOR系统，提供完美的人机交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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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带操作控制单元和显示屏的PPM II控制    

2 测试记录绘图 

3 装配生产过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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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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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广泛的配件范围允许您进一步定制和
调整我们的配料装置和混料站，以更精确
地满足您的要求。模块化设计也使我们能
够方便地在未来为不同的物料配备我们的
装置，并扩展其应用选项。提高自动化程
度，降低成本，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

1 螺旋桨搅拌器和振动传感器    

2 不锈钢磁力分离器 

3 离子发生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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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我们的产品或服务有什么疑问吗？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个关于颗粒混/配料、 
自由流动和非粘性材料方面的专业合作伙
伴？请联系我们。我们非常乐意为您提供
专业的解决方案。

广州 
广州市科学城神舟路19号一栋203 

电话 +86 20 8773 8309 
传真 +86 20 8773 7307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莘建东路58弄绿地科技
岛3号1314 

电话 +86 21 5417 7869 
传真 +86 21 5417 7528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元辰鑫大厦
106 

电话 86 21 5417 7869 
传真 86 21 5417 7528 

WOYWOD Kunststoffmaschinen  
GmbH & Co. Vertriebs-KG 

总部 
Bahnhofstr. 110 
82166 Gräfelfing 
Germany 

电话 +49 89 85480-0 
传真 +49 89 8541336 
office@woywod.de 

woywod.de 

 
 

工厂 
Lindengasse 2-4 
16356 Werneuchen/Seefeld 
Germany 

电话 +49 33398 6963-0 
传真 +49 33398 6963-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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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代理 

科唯仪器有限公司 

sales@ttechina.com 
tte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