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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污垢分类及形成

The First Part



模具污垢分类及形成

➢ 瓦斯气垢
模具排气槽小 ，瞬间排气来不
及，长时间排气槽堵塞，塑胶
原料（加GF、POM腐蚀强料）
等

➢ 塑胶积碳（碳化物）
模具腔内温度高，长时间积累
的塑胶残留物在高温作用下碳
化所形成的污垢。

➢ 油污
模具导柱油，防锈油，洗模水，
脱模剂等都会溢出在模具表面
粘附产品，高要求产品不良率
增加

➢ 锈
环境潮湿，模具高温表面会汽
化到液化形成水分，长时间铁
生锈。

模具表面污垢

➢ 水垢
模具注塑时受高低温变化，水
路中的钙、镁离子形成碳酸化
合物（碳酸钙、碳酸镁等）所
谓的水垢。

➢ 水锈
整厂循环水杂质，模具管道壁
在高温情况下，管道壁铁遇水
形成水锈；下模后模具管道残
留水未吹干。

➢ 水藻、泥沙
工厂循环水系统污染（敞开式
水塔特别严重）

模具水路污垢

表面

水路

瓦斯气垢 碳化物 油、锈 水垢 水锈



模具污垢危害

The Second Part



模具污垢危害

1》胶件产生毛边
2》胶件尺寸不稳定
3》胶件外观时有亮斑产生，
4》产品不良率高、产能降低，出货延期，
5》成型周期过长，模温无法实时控制，
6》时间，人工，原料，电力的浪费、
7》导致注塑成本高、利润薄、企业竞争力下降等

毛刺

气泡

缩水

未闭合有孔或
强度不足穿孔

不良品上升
弯曲

产品尺寸减小晒纹气痕



模具保养解决方式

The Third Part



模具保养解决办法

激光清洗机 电解清洗机

清洗剂 油石 超声波煤油

干冰清洗机



清洗方式详细说明

煤油清洗

传统清洗工艺，简单清洗表
面油污，易挥发易燃，现在
市面基本被取代，少部分小
工厂目前还在使用此方法

清洗剂+油石

比较常见的清洗方式，各种
不同的清洗剂，加上简单粗
暴的油石，只能清洗平整面
的污垢，对孔位死角无法清
洗，过多使用油石也对模具
有损伤

超声波

利用超声波的震动，目前市
面采用的超声波振子为
28KHZ，力度大，噪音大，
需采用加热清洗时间长，对
精密保养无意义，主要用来
清洗产品及简单模具日常保
养。

干冰清洗

不用拆模具，扫射清洗需要
佩戴防护面具及手套，噪音
大；只能针对平面清洗，效
果一般，对孔位，死角无法
清洗彻底。干冰用于发泡模
具清洗为最佳。

激光清洗

主要用于橡胶模具，清洗橡
胶残留物及硫化物，对模具
表面有损伤。不建议塑胶产
品模具使用此类清洗方式。

电解清洗

通过电解超声波专用清洗液，
彻底清洗模具表面所有污垢，
清洗方式简单，一键式操作，
目前塑胶行业模具保养的最
佳清洗方式。



案例分析

The Fourth Part



什么叫电解模具清洗机

01

02

03

04

电解模具清洗机

♦︎利用电解作用，使清洗液产生正负离子
，负离子流向正离子吸附模具表面污垢，剥
离并加以浮出；
♦︎利用超声波的空化效应，产生无数小气
泡与对象物进行互相撞击。对工件上的污垢
进行冲击爆破，使污垢自动剥离；
♦︎利用特殊的溶液经充分化学效应催化电
解使得污垢迅速分解。

★有效祛除模具上的油，锈，硫化物，瓦斯
气体，塑胶积碳等污垢，而且对模具自身零
损伤



案例分析-电解模具清洗机

汽车引导张紧器塑胶件

清洗时间：30分钟

污垢：模芯表面瓦斯气，
油污严重。

危害：产品表面光泽度不

均匀。人工无法清洗干净，
不能用油石打磨。



案例分析-电解模具清洗机

LED支架

清洗时间：20分钟

污垢：模芯通孔的瓦斯气

危害：模芯表面污垢影响
产品的不良率上升，通孔
口径小，人工无法解决。



案例分析-电解模具清洗机

温控器

清洗时间：20分钟

污垢：模芯表面瓦斯气，
碳化物。

危害：接插件过多，人工
费时并且清洗不干净，直
接影响下次生产。



案例分析-电解模具清洗机

手机外壳

清洗时间：15分钟

污垢：瓦斯气，积碳，
油污

危害：外观件光泽度不均
匀，增加产品的不良率。
模具精度高，人工油石会
损伤模具，洗模水无法清
洗干净，最佳方法电解清
洗



案例分析-电解模具清洗机

汽车车灯

清洗时间：20分钟

污垢：模芯表面瓦斯气，
碳化物。

危害：污垢清洗不干净，
影响外壳的透光度，人工
清洗损伤模具，而且死角
无法清洗到，电解清洗方
式最佳。



案例分析-电解模具清洗机

齿轮模具

清洗时间：40分钟

污垢：瓦斯气，积碳

危害：外观件光泽度不均
匀，增加产品的不良率。
模具精度高，人工油石会
损伤模具，洗模水无法清
洗干净，最佳方法电解清
洗



案例分析-电解模具清洗机

金属粉末

清洗时间：35分钟

污垢：模芯表面碳化物，
残留原料。

危害：人工无法清洗干净。



电钻清洗式

比较简单粗暴的清洗方式，用比模具
水路口径小的钻头钻洗，清洗效果不
彻底，只能钻洗直通水路，水路太长
太脏钻洗时钻子易断。

模具水路堵塞处理方法

铜刷清洗式

比较简易清洗方式，跟电
钻清洗方式类似，弊端
多，清洗效果不明显

脉冲水路清洗机

利用高速、低速，正向反向清洗原理，加上专用清洗液，快接
式一键清洗，全程流量记录，有效清洗模具管路中水垢、水锈
等污垢。此方式目前为工厂最佳选择方式。



什么叫脉冲水路清洗机

01

02

03

04

脉冲水路清洗机

♦︎脉冲水路清洗机其原理就是利用高低压
正反清洗不同方位角度进行软化，对水路内
的水垢、水锈进行剧烈冲刷，以达到疏通扩
径的目的，从而恢复模具水路原来的口径，
增大水的流量和流速。
♦︎清洗工艺
多段脉冲清洗→往复剥离清洗→流量记录→
自动空气干燥
♦︎用途

清除水路污垢，将水路内壁的水垢、铁锈及
各种污垢清除。



案例分析-脉冲水路清洗机

吸尘器外壳

清洗时间：4小时

在机清洗及接管方式

海天注塑机清洗前成型周期80.85S清洗后成型周期67.9S 提高16%生产时间

内窥镜清洗前后对比



案例分析-脉冲水路清洗机

车灯产品

清洗时间：4小时

在机清洗及接管方式 内窥镜清洗前后对比

清洗前流量1.67L
清洗后流量8.82L

清洗前后液体对比



案例分析-脉冲水路清洗机

打印机产品

清洗时间：4小时

清洗前后对比



案例分析-脉冲水路清洗机

清
洗
前

清
洗
后

汽车配件产品

清洗时间：4小时



分享总结

The Fifth Part



售后服务
产品在价格质量不相上下的情况
下，需要考虑设备售后服务，卡
古提供7X24小时服务，2小时响
应，24小时到厂支持，灵活支持，
满足客户生产需求。

03

品牌价值
卡古品牌08年成立，经过多次行
业洗牌之后脱颖而出，选择大于
努力，卡古一直为客户提供贴身
的清洗方式，满足客户产品的需
求。卡古产品都可以提供免费测
试服务。

04

价格便宜
很多人把产品价格放在第一位，
只考虑低价产品，购买的时候觉
得买到实惠，但是工业设备买回
来之后产品问题不稳定，导致产
品不好用甚至使用者不想用，真
正购买目的未达到。

01

质量稳定
一个真正的工业产品想走远，出
发点就是质量，以及实用性，卡
古产品质量稳定，一键式操作，
即学即会。

02

分享总结
如何选择产品？

选择大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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