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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首先探討目前國內外相關文獻，找出射出成型機能量計算

數學模型方程式及參數因子:熔膠溫度、射出速度、保壓時間及模溫

。研究設計一模穴中央進膠之圓形薄板模具，利用田口式 L25(54)直

交表，納入參數因子設定為實驗控制因子，使用 CAE 模流分析軟體 

Moldex3D 實驗分析及計算各階段消耗的能量，並針對產品中體積收

縮率、總位移量兩種品質特性探討比較，得到消耗能量最低及體積收

縮率、總位移量亦最低的三個製程:製程 1、製程 2 及製程 16。三個

較佳製程以「一半準則」選定重要顯著因子-保壓時間及模溫為座標

縱軸、橫軸，在加上各製程射出成型機消耗的能量為立軸，利用MALTAB

軟體繪製三維座標圖，可清楚觀察到 JM1~JM2 區域矩陣，在保壓時間

1-2sec、模溫 25-35℃時，實驗得到既節省能量又符合品質要求的最

佳製程加工參數之設定範圍，其節能省碳的成效可提升 22.6%。 

 

 

關鍵詞:射出成型、品質特性、模流分析、田口直交表、一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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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study, we survey literatures to find the injection 

molding machine energy consumption equations and its key parameters: 

melt temperature, injection speed, packing time and mold temperature. 

Then design a circular plate mold with a central gate. A Taguchi L25 

orthogonal array applied and the four factors as control factors. Using 

Moldex3D software to simulate the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 an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equations applied to calculate energy consumption in 

each stage. The volume shrinkage and the total displacement of the 

product are the two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The lowes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 total displacement are the criteria. The packing time 

and mold temperature selected as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by using 

"half-criteria". In the result, the best process parameters can be clearly 

observed in the plots, the packing time 1-2sec, mold temperature 25-35 

℃, not only save energy and meet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The optimal 

process parameters for energy-saving can up to 22.6 %. 

 

Keyword: Injection Molding,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Taguchi Orth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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