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IMO. HIGH TECH AND HIGH PASSION.

聚氨酯技术为您的制造
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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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FRIMO? 
您获得的优势：

�� 一站式。面向所有聚氨酯技术的全方位服务

�� 从手动生产到高度自动化解决方案

�� 从小型到大型零部件的�
小批量和大批量生产解决方案

�� 工艺可靠的生产过程，�
可重复制造的零部件质量

�� 在我们自己的工厂进行样品、�
原型和备件制造

�� 对现有设备进行改装、搬迁、

>50 
年

PURe 
模具和设备技术

>25 
年

PURE MIX 
计量技术

聚氨酯（PUR）提供的众多可能性令人赞叹！我们对其进
行理想加工的生产解决方案也同样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软
泡、硬泡和自结皮泡沫可以制造各种类型的零部件。我们的
PURe技术为大量领域中的各种应用提供完美的材料，特别
是运动、休闲和建筑业。我们为您提供整个加工链上的全方
位支持，�使最微小的细节也能符合您的个性化生产条件。

交通行业需要高度专业化的解决方案。无论街道上、铁轨上
还是在空中，任何地方都离不开聚氨酯。FRIMO PURe模具
和设备技术公司是全世界该领域中久经验证的专家，用于批
量生产仪表板、车门饰件、座椅和头枕、隔热吸音和结构部
件以及对电缆束进行泡沫包覆。

此外，在现代化轻量解决方案领域，基于聚氨酯的复合材料
近几年来也越来越重要。

创新解决方案从模型技术就已经开始。我们使用3D打印，
提供全新的可能性。在模具方面，我们为您提供符合项目要
求的从简单到复杂的整套试验、原型和试生产模具以及满足
严格要求的批量生产模具。在高品质装饰材料的后发泡、经
济高效地生产不同类型的表面（特别是使用PURe Skin），�
以及用PURe Liner进行无脱模剂的发泡方面，您将获得我们
专门开发的独家工艺。�

我们的标准型模架可满足运动学、锁模力和模具安装方面的
所有要求。通过固定或移动式的设备，我们可提供多种多样
的设备布局，按照您的需要量身定制。实现最高的设备可用
性和工艺可靠性是我们考虑的首要因素。

技术|聚氨酯加工

全心致力于研究一种
提供无限可能性的材料。

我们的FRIMO PURe技术为您一�
站式提供量身定制的多样性。

通过应用程序FRIMO Augmented 
Reality APP,您可从引人入胜的
3D视角全面了解我们的技术。您
只需下载该应用，然后扫描带有
APP图标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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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为您做什么? 我们的PURe产品阵容代表着最高品质。
无论是单台设备还是整套设施。我们为您提供技术和经济方面经过优化的
生产解决方案。

FRIMO高压混合头

�� 直线型混合头（I形）�
——2-K，3-K

�� L形混合头�
——2-K，3-K，4-K，6-K

�� 喷涂混合头�
——无压（缩空气）喷涂，
带压（缩空气）喷涂

FRIMO计量机

回转式计量泵系列：

�� PURe Mix STANDARD�
（可选更多组件）

�� PURe Mix ECO（可选带托
架）

 � PURe Mix COMPACT

 � PURe Mix SPRAY

柱塞式计量单元系列：

 � PURe Mix HYBRID

 � PURe Mix TANDEM

FRIMO发泡模具

�� 泡沫成型模具

�� 后发泡模具

�� 前发泡模具�
（可选用PURe Liner）

�� 遮罩

�� 浇注模具

FRIMO模架

�� 电动模架

�� 气动模架

�� 液压模架

�� 手动模架

FRIMO固定式设备
符合客户要求的设备布局，带有

�� 固定安装的混合头

�� 机器人

�� 吊臂

�� 龙门架操纵器

FRIMO移动式设备
�� PURe RT转台系统

�� PURe TRACK高架输送系统

�� PURe FLOOR地面输送系统

FRIMO外围机组
�� 预混合工位

�� 原料处理工位

�� 气体填充装置

�� 颜料添加计量装置

�� 破碎机（机械式、真空式或组合式）

生产技术|聚氨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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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中�
超过

1000 
个模架 

70 
种不同的类型

起到完美的支撑作用
适合所有情况的

模架�。

您要制造大型产品?�
您尽可信赖专门用于大型部件的性能强大的FRIMO模架。

大型部件有独特的制造要求。我们的模架可使您最佳使用大
尺寸的沉重模具。快速开合，可按需调整摆动运动，使模具
处于方便操作员使用的符合人体工学的最佳位置，确保生产
过程顺利进行。

FRIMO各种产品型号之间的主要区别是驱动和运动方式。除
了标准型号以外，我们还可提供准确符合您的项目需要的装
备和选项。往返输送系统，或者挂在高架输送系统（PURe 
TRACK）上或在地面输送系统（PURe FLOOR）中可单个或
共同移动的模架，这些特殊结构都可被合理地整合到一个高
效的灵活生产环境中。

模架|聚氨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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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生产小型部件? 那么专门�
按需制造的FRIMO模架对您是最理想的选择

针对通过成型发泡、前发泡和后发泡方法制造的小型聚氨
酯零部件，我们专门提供技术成熟的模架进行小批量和大
批量的高效生产。根据具体项目和生产环境的不同，我们
提供专门的开合运动方法。

这类模架具有极其紧凑的结构，可整合到您生产过程中最
狭窄的空间中。尺寸可以按需调整，根据部件和模具尺寸
而变化。为了实现经济高效的生产，也可以将若干个型腔
放在一个基座上。如果您想继续使用您已有的发泡模具，
我们的模块式方案可对每种要求作出快速反应。

�� 范围广泛的产品阵容，�包括标准和特殊结构

�� 提供大量不同的锁模力和容模尺寸

�� 各种驱动和运动方法

�� 紧凑、模块化结构

�� 开合快速、准确

�� 可最佳调整的最大摆动运动�
容易接触到各个位置，操作方式符合人机工程学�

�
�
�

�� 学

�� 可进行小批量和大批量生产的解决方案

�� 持续性设计方案，确保最大的经济性和能效

�� 可顺利整合到各种设备方案中

为什么选择FRIMO模架?�
您获得的优势：

模架|聚氨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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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非常重视高标准？�
那么FRIMO PURe MIX�计量机为您树立高标准。

FRIMO PURe Mix计量技术几乎可覆盖您所有的聚氨酯加工
区域。我们为您提供软泡、半硬泡、硬泡和自结皮泡沫加工
以及浇注系统和喷涂系统的个性化解决方案。

我们的机器安装在一个可以方便搬运的标准化框架上，� 其
中包括料罐、电控柜和调温装置。这种紧凑、模块化的结构
可节省空间，确保灵活性。所有组件都很容易接触到，大大
简化了维护工作和可操作性。现代化的控制系统和可视化设
备使生产过程更加可靠，�确保产品品质始终如一。

我们为您提供FRIMO PURe Mix STANDARD、PURe Mix ECO
和PURe Mix COMPACT三种标准型号，这是一套范围广泛的
基本装备，可按照具体应用情况添加各种可选设备。

绝对的成功要素
计量技术和所有相关方面。

过去几年中

超过�

180 
台计量机

计量技术|聚氨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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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非常特殊的要求?�
我们提供个性化的PURe特殊解决方案。

生产设备的灵活性变得日益重要。生产周期越来越短，产品
型号越来越多样化，这些变化所提出的要求已经无法通过标
准产品得到满足。

我们的产品系列PURe Mix HYBRID、PURe Mix TANDEM和
PURe Mix SPRAY可为您的复杂任务提供高性能特殊解决方
案。

例如，极端的混合比例提出的苛刻的计量要求，或者旋转泵
无法显示的最小量计量。我们为腐蚀性原料的加工提供不锈
钢材质的柱塞和设备组件。我们的喷涂设备不仅适用于表面
应用，而且还进一步针对将聚氨酯喷涂用于粘贴或增强目的
的全新应用发展方向。

为什么选择FRIMO PURe Mix? �
您获得的优势：
�� 完全可控的计量器

�� 现代化控制系统和可视化设备

�� 范围广泛的标准装备

�� 使用电磁离合器的�无泄漏计量泵

�� 工艺优化的双层夹套料罐

�� 大量可选装置

�� 使用一个底架的紧凑结构

�� 最佳可接触性，�便于操作和维护

计量技术|聚氨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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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我们的混合头凝聚了哪些专业知识吗?��
FRIMO混合头可确保完美混合
各类成分

为什么选择FRIMO混合头?��
您获得的优势：
�� 结构紧凑

�� 轻量

�� 装配尺寸小，便于连接

�� 自清洁式混合头原理

�� 经过表面处理的特殊柱塞，运行更顺畅

�� 采用硬化材料，坚固、可靠、维护少

过去�
几年中�

> 360 
个混合头

FRIMO PURe Mix混合头有不同尺寸的双成分或多成分混合
头可供选择。这些产品覆盖了从最低到最高出料速度的整
个范围。直线型混合头结构紧凑，特别适合注入闭合形状
中。L型混合头的作用原理则有助于进行开放式层状泡沫喷
涂。

我们的混合头最多可以对6种成分进行选择性或连续式混
合。特别是一种带有伺服喷嘴的3种成分混合头对于RTM工
艺具有很大意义。这种喷嘴可以按照部件的需要调整反应情
况和注入方法，以达到缩短过程时间的目的。

FRIMO喷涂混合头有无压缩空气和有压缩空气两种规格。得
到进一步研发的有空气喷涂混合头提供大量不同的工艺参
数，在极少的材料投入情况下提供更强的可重复制造性能。

混合头技术|聚氨酯加工

通过应用程序FRIMO Augmented 
Reality APP,您可从引人入胜的
3D视角全面了解我们的技术。您
只需下载该应用，然后扫描带有
APP图标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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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安装还是移动式?
FRIMO PURe设备技术提供大量可能性。

我们利用多年积累的生产过程经验提供设备布局方案，� 使您
能经济高效地生产聚氨酯零部件。我们为您提供将模架、计
量系统以及所有外围设备组合成为一整套生产设施的多样化
解决方案。我们的产品阵容包括固定式设备以及连续或步进
式运行的转台设备。除了这些市场常见的设备方案以外，高
架或地面输送系统等轨道式系统也是值得考虑的选项，因为
这种方式可以将灵活性与生产效率结合起来。

个性化设计，最优功能
FRIMO聚氨酯设备两者兼备。

�� 设备布局符合客户要求

�� 使用寿命长，工艺可靠性高

�� 可持续高能效的解决方案

�� 维护需求低

�� 符合人体工学�

�� 可个性化调节的可视化系统

�� 整合远程维护系统

�� 现代化控制系统，符合工业4.0

所有这些设备类型都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和具体情况调整其
规格和布局。

为什么选择FRIMO PURe设备技术?�
您获得的优势：

生产设备技术|聚氨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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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FRIMO固定式设备?�
您获得的优势：
�� 个性化设备布局，例如孤岛式、�
直线式或特殊解决方案

�� 从手动到全自动生产

�� 灵活生产不同件数的各种产品类型

�� 与固定式或移动式机械手组合

�� 换模和维护可以无需中断生产

为什么选择FRIMO PURe RT? 
您获得的优势：
�� 非常适合制造大量件数

�� 固定的操作工位和生产周期

�� 可以进行步进式或连续式生产

�� 结构高度较低

�� 明确的物料流通方法

�� 水电气接口位于圆工作台中心

您更希望采用圆形方式? 那么�
FRIMO PURe RT转台是您的最佳选择。

您希望设备固定排列?�
FRIMO固定式设备可提供合适的布局。

我们的固定式设备专门按照您的工作内容配置和设计，使您
可以最佳利用现有的生产面积。在这种布局方式中，模架在
地面上的安放方法可确保在各种应用情况下都方便操作、使
用和运输。

对于件数可计划、稳定且分类不多的情况，适合使用圆工作
台。若干个模具固定装置安装在转台上，从一个工位移动到
下一个工位。

这个方案中还可以添加额外的工作步骤，例如部件表面活
化。使用操纵机械手，可以将转台上的上下料完全自动化。
对于某些应用情况也可以将转台与固定式设备组合使用，将
两种方法的优点结合起来。

生产设备技术|聚氨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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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希望生产一切顺利?�
FRIMO PURe FLOOR让您的生产始终保持正轨。

在地面输送系统PURe FLOOR中，模架与模具一起沿着单轨
被送往各个加工工位。这种方式可在所有工作区域提供最大
灵活性。轨道方向和运输速度都可按需调节。经过灵活调整
后，单个或结合在一起的模架可移动前往整个生产设施中的
各个区域。整套设施可以逐步购置，在第一次扩充设备时已
可体现这种方法的优越性。

模块化结构的FRIMO高架输送系统PURe� TRACK可提供最
大的生产灵活性。使用这一系统，可以在不同的扩展阶段生
产小型、中型和大面积的零部件。可以使用锁模力和自重很
大的模架。模架吊挂在双轨系统上运输，后者通过立柱固定
在地�面上。

灵活性能有多强?  
FRIMO PURe TRACK树立了极高的标杆。

为什么选择FRIMO PURe FLOOR�
或PURe TRACK? 
您获得的优�势：

�� 最大的灵活性，拥有个性化设计空间

�� 不同的操作工位，�可同时工作

�� 极高的生产效率，适合制造大批量产品

�� 全自动换模，没有工作循坏时间损失

�� 可阶段性扩展的设计方案

�� 容易接触各个位置，方便清洁和维护

�� 磨损小，使用寿命长

�� 地面上没有障碍物（PURe TRACK）

生产设备技术|聚氨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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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设备控制系统可积极为您提供支持。我们的最新版
FIP 1.5 (FRIMO Intelligent Process) 可视化系统以西门子的
PLC可视化TIA控制系统为基础，与工业4.0同向发展，� 为
未来的生产设备树立了标杆。

该系统使用现代化硬件和软件，用户引导方式清晰明确、直
观易懂，未来将实现语音输入。控制系统对生产数据进行范
围广泛的收集和分析后，可以由此直接推导出流程优化方
法，对设备可用性和产品质量产生正面的影响。将所有设备
联网可积极地协助您对流程的安全和稳定性进行优化，对维
护和检修措施进行前瞻性计划。

您希望准确控制? 智能型�
FRIMO控制系统可满足您的所有要求。

为何选择FRIMO外围设备?�
您获得的优势:�

�� 共享的控制系统

�� 设计方案的一部分

�� 更少的接口�

�� 连续的工艺流程

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附件吗?��
FRIMO外围机组肯定不是。

只有添加外围设备后，整个系统才完整。因此我们提供高性
能外围组件，使最后一个细节同样符合您的要求。这包括用
于材料预处理和准备以及对部件进行后期处理的设备。

为什么选择FRIMO FIP 1.5?  
您获得的优势：

�� 清晰、直观的操作界面

�� 未来可使用语音命令的用户引导

�� 通过密码系统检查访问权限

�� 可靠、可个性化地将数据收集保存在数据库

�� 各种通信和评估工具，例如参数改变的日志文件，�
照相机评估，条形码评估等

�� 现代化工业电脑，19寸到22寸触摸屏

�� 模块式可视化软件，用于整合Windows应用程序

�� 与客户和/或FRIMO客服联网的连续诊断

�� 使用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进行检修

生产设备技术|聚氨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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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机器制造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热情所在。因此，当您
计划做出改变或者想采用全新方法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
成为您的合作伙伴。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在方案
制定阶段，我们将与您共同仔细研究所有的细节，在此基
础上确定为您量身定制的采用个性化模具和设备技术以及
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案。

您有哪些设想？我们为您进行全面咨询，与您共同开发直
至产品上市。

您想创造全新产品? 
我们的FRIMO PURe技术与您共同实现您的目标。

光明的未来
我们大步向前。

聚氨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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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投入
确保您的
成功。

我们为您的每一个  
过程步骤提供支持：

工程分析

项目管理

样件制造

模具

设备

自动化

服务

备件生产

我们为您提供 
所有技术的咨询：

聚氨酯加工

灵活切割

冲孔

压制/成型

热成型

复合

包边

接合/粘合

一站式。全方位服务。
独一无二的技术覆盖范围

经营地点 代理机构
�� FRIMO 集团
�� FRIMO Lotte
�� FRIMO Sontra
�� FRIMO Freilassing
�� FRIMO Hamburg
�� FRIMO Control Systems
�� FRIMO Shanghai

�� FRIMO�匈牙利
�� FRIMO�美国
�� FRIMO�墨西哥
�� FRIMO�波兰
�� bo parts�德国
�� bo parts�美国
�� B+R�电子控制技术

�� 巴西
�� 法国
�� 英国
�� 印度
�� 意大利
�� 韩国
�� 葡萄牙

�� 俄罗斯
�� 斯堪的纳维亚
�� 斯洛伐克
�� 西班牙
�� 捷克
�� 土耳其

FRIMO全球网络
提供本地实力
自�1962�年�FRIMO�创�建�以�来�，�我�们�的�企�业�集�团�已�发�展�成�为�领�先�的生产解决方案技术供应商。�
今天，FRIMO 网络包括遍布欧洲、美洲和亚洲的经营地点，和总计�1500 名员工以及大量的国际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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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MO Lotte GmbH
FRIMO Group GmbH
Hansaring 1  
49504 Lotte��
德国

  + 49 (0) 5404 886-0  
info@frimo.com 

FRIMO Shanghai
孚利模(上海)汽车饰件模具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嘉定区马陆镇龙盘路568号1号厂房
邮编：201801

  + 86 (21) 516515-68 
info.china@frim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