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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近年來由於變模溫技術的發展，射出成型在模溫控制上呈現更多樣的可能性，其考慮的

不只是設定模溫高低，也需考慮模具溫度的前後狀態變化，以掌握成型過程之中，模具整體

溫度狀態。尤其是模具之中的溫度控制元件，包含了加熱及冷卻等不同溫度來源，更增添了

溫度操作上的變數。因此，我們藉由 CAE工具研究模溫變化，討論在變模溫下溫度變化特性，

進而協助決定最佳成型條件。 

關鍵字：變模溫製程，模溫控制，熱電偶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therm mold temperature control, people use this technique to fit 

the different demands in injection molding. Not only the present mold temperature settings, but also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previous state will affect mold temperature. Especially, when 
there are several layouts of mold temperature controls with different heating sources and cooling 
sources, whole mold temperature properties would be very sensitive. As a consequence, we study 
mold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through CAE simulation, and discuss thermal features of 
variotherm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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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冷卻系統的設計，一向是影響射出成型成品

好壞的重要因子，良好的冷卻系統，可以縮短週

期，同時改善產品品質。透過 CAE 模擬可以驗證

事先構想的冷卻系統，並提供使用者找出最佳的

設計方向。在 CAE 模擬之中，普遍將水管及模座

的溫度分佈假設為穩態，並用來計算塑件隨時間

的變化是較為快速並且可行的，然而在動態模溫

的製程下，水路的溫度不再保持不變，將模座假

設為一穩定狀態的方式已不適用，因此，模擬出

模座隨時間變化的溫度分佈情形是十分重要

的。藉由暫態的模擬，方能在動態模溫的製程

下，清楚看出當水管設定改變時影響溫度分佈的

情形。 

在射出成型的充填過程中提高模溫有許多

好處，不只是提高流動性，產品的成型品質可大

幅提升，融合線強度亦因而提高，然而高模溫也

會增加所需要用來冷卻塑件的時間，因此可變模

溫的製程，便是兼具於充填時提高模溫的優點。

動態模溫控制的方式包含急冷急熱(Rapid Heat 

Cycle Molding) 、 脈 衝 式 冷 卻

(Pulsed-Cooling)、水管溫度的冷熱切換等。 

在動態模溫的製程中，比一般傳統製程的模

溫變化更為顯著的，考慮的因素也很多，像是變

換模溫需要多少時間，模溫分佈是否均勻…等

等，也因此，如何控制製程以確保預定模溫目

標，便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課題。 

在本篇研究中，以水管溫度的冷熱切換時間

點為研究對象，利用 CAE 工具找出加熱及冷卻時

間的最佳切換時機，作為使用變模溫製程的參

考。 

 

二二二二、、、、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能量守恆能量守恆能量守恆能量守恆 

整體的熱傳現象主要是由三維的 Poisson 方程

式所控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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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 代表溫度，t 代表時間，x,y,z 分別為卡

氏座標中的三個向量，ρ是密度， PC 是比熱，k

為熱傳係數，其中模座及塑件的熱力性質均以此

統御方程式來計算 

 

初始條件初始條件初始條件初始條件 

初始模溫是假設與所給定的初始設定值相同，而

初始塑件溫度分佈則是藉由充填與保壓結束時

的溫度分佈結果所獲得，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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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條件邊界條件邊界條件邊界條件 

藉由水管的流動，會帶走塑件於熔融狀態下的熱

量，而周圍的空氣也會藉由熱對流的效應帶走模

座表面的熱量，在此研究中，將忽略熱幅射的效

應，其中模座的表面及介面間的狀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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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代表模座邊界的正向，在模座外表面的邊界條

件: 

mairair rforTThh Γ∈== v

0,       (4a) 

在冷卻水路表面的邊界條件: 

ccc rforTThh Γ∈== v

0,           (4b) 

熱傳係數 ch
和 airh

是藉由在傳輸現象中的實驗

公式所取得。 

 

數值離散方法數值離散方法數值離散方法數值離散方法 
在這份研究中，數值方式是使用有限體積法

(Finite Volume Method)來計算此統御方程

式，這個解算器已經成功應用在射出成型的模

擬中，並藉由許多實驗結果來確保其可靠性及



 

  

其效率，選擇合適的解算器可以處理包含四面

體、六面體、角柱體、金字塔體，當沒有對網

格做額外強化時，角柱體元素也被用來改善對

熱邊界的解算，此種方法已被應用於處理百萬

級元素的模座冷卻分析。 

三三三三、、、、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在變模溫製程中，管路除了通過冷卻液冷卻

模具之外，也會利用其它高溫物質如油、水蒸氣

來提高模具溫度，本研究則是選擇高溫水作為加

熱來源，在充填及開模階段進行加熱，另外在保

壓及冷卻階段進行冷卻。圖一顯示本研究的幾何

模型及水路設計，此模座大小為 17.5 公分 x 

21.2公分 x 8.9公分，塑件厚度為 1公釐，圖二

顯示感測點在模座的位置。 

在本篇研究中，分成兩個部份。先採用以固

定時間控制的變模溫製程，作為最佳化之前的對

照組，在這個製程之中，冷卻加熱的切換時間，

在射出之前就已經決定了，其製程溫度設定列於

表一。另外一個製程，則以模溫及塑件溫度作為

最佳化條件，針對冷熱切換的時間點進行最佳

化，其條件列於表二，加熱溫度選擇 120℃，以

便減少加熱時間，在這個分析之中將根據結果，

提供一個最佳化的冷熱切換時間，將於後文進一

步討論。 

 

固定時間固定時間固定時間固定時間變模溫製程變模溫製程變模溫製程變模溫製程 

 表三列出切換冷熱水溫的時間長度，利用

這個時間設定進行分析，其分析之後的週期變化

歷程顯示於圖三，圖四(a)顯示在加熱階段模具的

溫度分佈，圖四(b)顯示在冷卻階段模具的溫度

分佈。 

在進行以上分析之前，為了提早達到穩定週

期狀態，需要先對模具進行預熱，讓模具從室溫

上升達到指定初始溫度，適當的預熱時間可以確

保在第一射就達到工作溫度。如何知道所需之預

熱時間，讓模具整體都達到指定溫度，此時就可

以利用 CAE 分析提供預測的方向，方便觀察並

統計模具各個位置的溫度。圖五即顯示從室溫加

熱至模溫 100℃所需時間及溫度歷程，此分析結

果就可以知道至少要多久時間，才能開始第一次

射出。 

 

時間最佳化時間最佳化時間最佳化時間最佳化變模溫製程變模溫製程變模溫製程變模溫製程 

變模溫製程中一項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決定

加熱與冷卻的時機，而這個時機由模溫決定，由

於塑件接觸模座的區域只有在模穴表面，因此考

慮時，只需要量測模穴表面的溫度變化。 

透過 CAE 分析，就能輕易地監控任意區域

的溫度。在加熱時，可監測並統計模穴表面的溫

度，而在冷卻時，亦可觀察塑件內部的溫度狀

態，以得知塑件整體溫度是否已經降到頂出溫

度。利用加熱及冷卻的兩種條件(表二所示)，

CAE 分析時自動調整加熱及冷卻時間，其分析

過程的溫度歷程顯示在圖六。最後一個週期即為

最佳化之加熱及冷卻時間，最佳時間結果列在表

四。再利用此最佳化時間進行分析，其溫度歷程

顯示於圖七。從表三及表四的結果得知，未最佳

化前週期時間為 35 秒，最佳化之後時間為 31

秒，縮短了 4秒的週期時間，提高了生產效率。 

圖八顯示靠近模穴表面的溫度歷程，圖九顯

示靠近水管附近的溫度歷程，圖十顯示靠近模座

表面的溫度歷程，由上三圖比較可以知道，離水

管越遠，溫度變化越趨緩，且變動範圍並沒有改

變，顯示以此冷熱時間設定，可提供模具一個穩

定的模溫環境，模溫變動範圍不會有持續改變之

慮。 

 

四、結論 

在本篇研究中，可以觀測模具內任意位置之

溫度歷程，由不同位置的溫度變化可以發現不同

的熱傳特性，進一步利用這些資訊，可以找到預

熱所需時間，也可找出射出所需的最佳加熱冷卻

時間，藉此增加變模溫的效率，並達到節能減碳

的目的，同時也能減少週期時間，協助掌握最佳

之變模溫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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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圖表彙整圖表彙整圖表彙整圖表彙整 

表一 以固定時間切換水溫的變模溫製程設定 

熔膠溫度熔膠溫度熔膠溫度熔膠溫度    225℃ 

頂出溫度頂出溫度頂出溫度頂出溫度    110℃ 

冷卻液溫度冷卻液溫度冷卻液溫度冷卻液溫度((((加熱狀態加熱狀態加熱狀態加熱狀態))))    100℃ 

冷卻液溫度冷卻液溫度冷卻液溫度冷卻液溫度((((冷卻狀態冷卻狀態冷卻狀態冷卻狀態))))    25℃ 

 
表二 以溫度條件切換水溫的變模溫製程設定 

加熱狀態條件加熱狀態條件加熱狀態條件加熱狀態條件    

(冷卻液溫度冷卻液溫度冷卻液溫度冷卻液溫度 120℃) 
模溫大於 100℃ 

冷卻狀態條件冷卻狀態條件冷卻狀態條件冷卻狀態條件    

(冷卻液溫度冷卻液溫度冷卻液溫度冷卻液溫度 25℃) 
塑件溫度小於 110℃ 

 

表三 以固定時間控制變模溫製程，未最佳化前

所設定之切換時間 

預熱時間預熱時間預熱時間預熱時間    124秒 

冷卻時間冷卻時間冷卻時間冷卻時間      5秒 

加熱時間加熱時間加熱時間加熱時間     30秒 
 

表四 最佳化的預熱時間, 冷卻時間及加熱時

間. 

預熱時間預熱時間預熱時間預熱時間    51秒 

冷卻時間冷卻時間冷卻時間冷卻時間    6秒 

加熱時間加熱時間加熱時間加熱時間    26秒 
 

 

 

圖一、模具塑件跟水管的幾何形狀 

 

圖二、感測點在模具中的位置 

 
圖三、平均模溫隨週期變化(未最佳化之前) 

 



 

  

 

(a)                   (b) 

圖四、模溫分佈剖面(a) 加熱狀態模溫 (b)冷卻

狀態模溫 

 

圖五、從室溫加熱至工作溫度的平均模溫變化 

 
圖六、尋找最佳化過程的溫度歷程曲線 

 
圖七、以最佳化條件計算的溫度歷程曲線 

 
圖八、以最佳化條件計算的感測點溫度歷程曲線

(塑件附近) 

 

圖九、以最佳化條件計算的感測點溫度歷程曲線

(水管附近) 



 

  

 
圖十、以最佳化條件計算的感測點溫度歷程曲線

(模座表面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