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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液態矽橡膠(Liquid Silicone Rubber, LSR)屬於熱固性彈性體材料，具有良好的觸感，並且

不會對人體產生危害，一般的熱塑性材料則具有機械強度，兩者結合具有優異的功能加成性，

如電氣絕緣性、密封性、防水性、吸震性、耐熱性及機械強度等，可應用於醫療產業、潛水

用具、汽機車行業，已逐漸成為不可或缺的材料。為了因應使用需求，結合塑膠(P)與矽橡膠

(R)的優點開發出P+R的雙射射出成形也是未來的趨勢。 

由於LSR需要在高溫下交聯固化，一般為150~200℃，而一般熱塑性材料的模溫通常介於

50~120℃，因此P+R雙射射出模具的溫度控制異常重要，包括熱塑材料的冷卻部份、熱固材料

的加熱部份，以及模具與射出機台和環境的隔熱。本研究開發一副P+R複合射出模具，以聚硫

化甲苯(PPS)與聚碳酸酯(PC)兩種作為熱塑材料，與LSR在同一副模具進行複合射出。在模具

設計階段分別以模流分析軟體(MOLDFLOW)及熱傳分析軟體(ANSYS)進行塑料的成形分析

及模具的熱傳分析，決定流道、冷卻管路、加熱系統的設計。模具完成之後進行複合射出成

形實驗，驗證隔熱設計的優劣，以及雙射射出成形的可行性。 

研究結果顯示，在模具公母模板內外側，以及兩模穴(熱塑及熱固)間設置隔熱板可有效隔

絕兩模穴不同溫度的熱傳導，並且可避免溫度傳遞到射出機上，才能維持模穴溫度均勻性，

提高LSR的交聯固化速率。熱塑材料(半成品)成形之後移入熱固模穴，其尺寸收縮及溫度對

LSR的充填及成形影響甚巨，是雙射射出成形的技術關鍵。 

 

關鍵詞：雙射射出成形、液態矽橡膠、模具隔熱設計、模具熱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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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quid Silicone Rubber (LSR) is a thermosetting elastomer material, has a good sense of touch 

and does not cause harm to the human body. The general thermoplastic material has mechanical 

strength,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has excellent functional additivity. Such as electrical 

insulation, sealing, impermeability, shock absorption, heat resistance and mechanical strength, etc. 

Can be applied medical industry, diving equipment, automotive indus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material. In order to respond to demand, it is also a future trend to develop a two-shot 

injection molding of P+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dvantages of plastic (P) and rubber (R). 

Because LSR needs to be crosslinked and cured at high temperature, general temperature range 

150~200°C,the mold temperature of general thermoplastic materials is usually between 50~120 °C, 

therefore, the temperature control of the P+R two-component injection mold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cluding the cooling part of the thermoplastic material, the heating part of the thermosetting material, 

and the insulation of the mold and the injection machine table and the environment. This research 

develops a new mold of P+R two-component injection molding, use polyphenylene sulfide (PPS) and 

polycarbonate (PC) are used as thermoplastic materials, composite injection with the LSR in the same 

of two-component injection mold. At the mold design stage, mold flow analysis software 

(MOLDFLOW) and heat transfer analysis software (ANSY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plastic 

forming and heat transfer analysis of the mold to determine the design of the runner, cooling and 

heating system. After the mold is completed, the two-component injection molding is performed to 

verify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heat insulation design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overmold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inner and outer sides of the mold male and female templates, and 

the heat shields between the two mold holes (thermoplastic and thermoset) can effectively isolate the 

heat transfer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of the two mold cavities, and can prevent the temperature from 

being transmitted to the injection machine to maintain the cavity temperature. Uniformity, increasing 

the cross-linking cure rate of LSR. The thermoplastic material (semi-finished product) is transferred 

into the thermosetting cavity after forming, and its dimensional shrinkage and temperature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illing and forming of the LSR, which is the key to the technology of 

overmolding. 

 

Keywords：Overmolding, Liquid Silicone Rubber, Mold thermal insulation design, Heat transfer 

analysis of m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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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多材質射出成型包含嵌件成型(Insert molding)、包覆式成型(Over molding)、多射依序成型

(Multi-shot sequential molding)、共射射出(Co-injection)、雙料同時射出(Bi-injection)等[1]，通

常用於塑膠與不同材質間的結合，而應用層面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為製造多色彩的外觀，

如隨身碟及遙控器按鍵；另外是將硬質及軟質的塑膠依功能性進行結合，如對講機及螺絲起

子，而在軟性材質的選用上，通常都使用 TPE 或 TPU 等熱可塑性彈性體。 

然而處於高溫、化學環境及需求良好的機械性能時，使用 TPU 或 TPE 為軟性材質的包

覆時便不是那麼恰當，在此情況下使用熱固性塑膠替代，可以克服前述的問題，其中液態矽

橡膠(LSR)便是良好的熱固性軟質塑膠[2]，可以將其透過多組分射出成型。 

熱固性射出成型與普通射出成型方式較為不同，若要將其應用在雙料射出成型上，首先

兩模穴模具溫度需有良好控制方式，因為兩材質分次成型時容易產生不對稱的熱傳現象，影

響成品所需的冷卻時間不均，進而造成更嚴重的彎曲變形，且熱塑性塑膠模具溫度依材質不

同，通常為 20~150℃，而液態矽橡膠成型則需在高模具溫度(150~200℃)下交聯固化成型

[3][4][5]，會導致溫度差異更為劇烈，另外因為液態矽膠模穴溫度高，所以在熱塑性塑膠的選

用也要考慮其熱變形溫度，若太低有可能會在兩射過程中軟化。 

2. 實驗方法 

2.1 使用材料 

液態矽橡膠分析材料使用信越矽立光生產的 KET-6006 50A/B 系列，此系列不需經過任

何處理即可在固化後與高分子材料黏合；模具分析材料部分除公母模仁入子採用模具鋼

NAK80 外，其餘皆使用中碳鋼 S45C 進行設定，在模具隔熱的部分採用電木板，其熱傳導係

數低，可有效防止熱散失。 

2.2 實驗模型 

在分析中使用自行設計的 P+R 複合射出模具，針對其 LSR 固化性質及隔熱設計進行分

析及實驗探討，其隔熱設計如圖 1 所示；將 LSR 模穴處公母模仁作為 Moldflow 分析模型如

圖 2；在模具分析中，首先會進行部分簡化，例如去除掉模具頂出系統及螺絲等零件，並在上

下固定板側設置射出機模盤進行接觸，整體模型如圖 3 所示，模穴溫度量測位置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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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模具隔熱設計                 圖 2 Moldflow 分析模型 

 

          圖 3 ANSYS 分析模型              圖 4 模具溫度量測點 

2.3 分析方法 

在第二射液態矽橡膠分析中，將產品分別匯入分析中建立網格，在一射產品的部分設置

為嵌入件，初始溫度為 120℃，在熱固性的冷卻分析中必須進行 FEM 暫態分析，其分析相關

參數如表 1，此分析主要為了檢視液態矽橡膠固化所需的溫度與時間，進而規劃整個雙射製

程的週期時間；在模具分析的部分，主要觀察 P+R 複合模具在完全隔絕的兩模穴在使用不同

模溫組合時，其溫度均勻性及熱散失，其分析參數如表 2 所示。 

       表 1.模流分析參數表                  表 2.模具熱傳分析參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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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溫度結果判定方法 

前述說明在公母模一二射模穴一共佈置了 24 個感測節點觀察其溫度分布去探討隔熱設

計對兩模穴間的溫度隔絕效果，以下為溫度分析結果計算方式的說明： 

LSR 公模穴平均溫度 TA1=
𝐴𝑇1+𝐴𝑇2+𝐴𝑇3+𝐴𝑇4+𝐴𝑇5+𝐴𝑇6

6
； 

LSR 母模穴平均溫度 TA2=
𝐴𝑇7+𝐴𝑇8+𝐴𝑇9+𝐴𝑇10+𝐴𝑇11+𝐴𝑇12

6
； 

塑膠公模穴平均溫度 TB1=
𝐵𝑇1+𝐵𝑇2+𝐵𝑇3+𝐵𝑇4+𝐵𝑇5+𝐵𝑇6

6
； 

塑膠母模穴平均溫度 TB2=
𝐵𝑇7+𝐵𝑇8+𝐵𝑇9+𝐵𝑇10+𝐵𝑇11+𝐵𝑇12

6
； 

LSR 與塑膠模穴公模側溫差 ∆T1=𝑇𝐴1 − 𝑇𝐵1； 

LSR 與塑膠模穴母模側溫差 ∆T2=𝑇𝐴2 − 𝑇𝐵2； 

2.5 實際射出實驗說明 

在射出實驗部分，進行 P+R 複合射出成型，其作動方式是由一套模具同時進行 LSR 及熱

塑性塑膠射出，首先會進行熱塑性塑膠的射出成型，在頂出後將塑件手動放置於 LSR 模穴，

如圖 4 所示，然後同時進行 LSR 射出及下一模次的塑件成型，塑件材料選用 PC 及 PPS 分別

與 LSR 進行複合射出，探討 LSR 的成形性及模具溫度分布及熱散失。 

 

                             圖 5. P+R 射出實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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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與討論 

3.1 液態矽橡膠模流分析結果 

經由加熱棒將模具加熱至 165℃，並改變塑膠件溫度分別為 25℃及 140℃來探討 LSR 包

覆塑膠件時的固化程度及時間，研究結果顯示，當塑膠件為 25℃放置到模穴時，LSR 成形容

易在內部(貼附塑膠件表面)產生固化程度較低的問題(圖 6)，其外部(貼附模具)和內部固化程

度隨時間的比較可由圖 7 得知大部分外部 LSR 在約一分鐘時已達到完全固化，但 LSR 內部

因為塑膠件為常溫狀態，因此一直無法產生交聯反應導致固化程度一直呈現較低的情形，容

易導致與塑膠件結合時的不良，然而當塑膠件溫度提升至 140℃時，LSR 內部固化情形得到

良好的改善，與外部固化程度差異較小，其固化程度分布及差異如圖 8 與圖 9 所示，可以發

現在固化時間高於 75 秒後其內外部皆以達到固化，並不會產生內部無法固化的問題。 

在實際射出成形上，若塑件表面溫度過低時，產品內部因 LSR 交聯不佳，與塑件黏合失

敗，如圖 10 所示，當提升塑件表面溫度後則能順利成形 P+R 複合產品，如圖 11 所示。 

 

 圖 6 LSR 內部固化情形(塑件常溫)       圖 7 LSR 內外部固化程度比較(塑件常溫) 

 

圖 8 LSR 內部固化情形(塑件高溫)       圖 9 LSR 內外部固化程度比較(塑件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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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LSR 成形不良示意圖                圖 11 P+R 複合產品外觀 

3.2 隔熱系統分析結果 

分析結果顯示公母模板在使用相同加熱時間時，隨著第一射模穴溫度的變化，在電木板

良好的隔熱下，可以維持大部分第二射模穴溫度的均勻性，只有在角落處有溫度較低的趨勢，

如圖 12 所示，也可以藉由公母模面溫度隨時間的曲線得知，在兩穴模面在升溫過程中，只有

溫度上升階段時差異值較大，在溫度穩定後曲線無明顯變化，代表兩模穴間並無發生劇烈的

溫度傳遞狀態，可有效維持兩模穴溫度，證明使用電木板作為模具隔熱設計是具有效用的，

如圖 13 所示。 

在實際射出實驗時，將模具升溫後以熱顯像儀拍攝公母模面溫度分布，以利觀察是否達

到可成形溫度，圖 14 為整體模具模擬分析與實際溫度分布的比較，圖 15 及圖 16 為公母模面

模擬分析與實際溫度分布的比較，可以從結果得知其熱源大部分都已經被隔絕於公母模塊內，

並無散失到射出機上，且分析與實際溫度分布趨勢相近，證明此隔熱設計可有效防止溫度散

失。 

 

圖 12 模具溫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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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公母模兩模穴溫度差異曲線圖 

 

圖 14 分析與實際整體模具溫度比較 

 

圖 15 母模面溫度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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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公模面溫度比較圖 

4. 結論 

本研究以開發 P+R 複合射出成型模具為目標，以 PPS 與 PC 兩種做為熱塑性材料，與

LSR 在同一副模具進行複合射出，並利用螺絲起子做為本實驗載具，其形狀具有複雜結構及

肉厚不均等因素，比起傳統簡單形狀的試片可以得到更多的結果，研究流程由產品、模具、

隔熱設計到模擬分析進行一系列的探討，透過實際模具加熱與成形去驗證隔熱設計的優劣程

度，依照分析與實驗結果，得到以下幾項結論： 

1、第一射塑膠產品在具有高肉厚的狀態，要考慮到產品縱向與橫向收縮差異會較大，並

且搭配模流分析軟體進行尺寸預補償，不能只使用材料的縮水率進行模穴補償，否則會產生

過高的翹曲變形而導致第二射 LSR 包覆不良。 

2、根據實驗結果，塑膠件與 LSR 複合成形時，其表面溫度會關係到 LSR 的交聯與黏合

之優異性，塑膠件表面在常溫時，LSR 內側交聯程度低，無法與塑膠件完整結合，而塑膠件

表面在高溫時，則可以使 LSR 內外側受到相似的溫度，得到較好的交聯程度，與塑膠件達到

良好的結合性。 

3、研究結果顯示，在公母模內外側，以及兩模穴(熱塑及熱固)間設置隔熱板可有效隔絕

兩模穴不同溫度的熱傳導，並且可避免溫度傳遞到射出機及空氣中，才能維持模穴溫度均勻

性，提高 LSR 的交聯固化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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