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装 Brabender®仪器
应用于材料研究和质量控制

  

品质所在



2

公司

C. W. Brabender®仪器公司Brabender® GmbH & Co. KG, Brabender Messtechnik®

GmbH & Co. KG 和 Brabender Technologie KG

Brabender®应用实验室

Brabender®集团，创建于 1923
年，是全球领先的仪器与系统
制造商，在研发和工业生产的
各个领域中，进行物理性能测
试。

如今，Brabender®集团由四个

公司组成。每个公司负责各自
特殊行业的开发、生产与服务
。这使得每个特殊行业都存在
着多功能性，可为我们的客户
带来更多利益。

现代化的应用实验室为所有客
户和利益相关方所用，通过其
材料开展试验。在注重实践的
条件下，Brabender®所有测量

系统均可进行测试。

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将会协助
进行测试，并将根据您的要求
，随时回答更多问题。

此外，在过去数十年内，世界
各地出版了许多文章，讲述了
将 Brabender®仪器系统用于多

方面测试的相关事宜。我们乐
于赠您一本参考书目。目前，
该书目中囊括了约 1500篇文
章。

以此同时，我们将为您的特殊
问题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并验
证解决方案的适用性。

Brabender® 集团 Brabender®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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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ti-Corder® Lab-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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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矩流变仪

Plasti-Corder®实验室工作站/
实验室工作站 EC是应用于实验
室应用研究或加工任务以及模
拟的转矩流变仪。

实验室工作站的核心是全数字
化 16kW电机，确保在 0.2min-1
到 350min-1的整个速度范围内
，达到 400Nm充分转矩。即便
在此负载下，变频驱动器也可
提供精确而持续的转速，而且
还集成了转矩测量。

像混合器和挤出机，能够移动
的、并能自定心的停靠站，直
接连接于这个基本装置。

现代现场总线系统与新一代
Plasti-Corder® Lab-Station /
Lab-Station EC实验室工作站/
实验室工作站 EC间的集成使得
工作变得轻而易举：可使控制
模块、传感器与计算机之间进
行永久通信、便于系统组件接
线、插入即可播放多种拓展设

施。

其他设备所需的所有控制模块
与传感器分配给各停靠站，耦
合后可自动确认。

各个停靠站集成了高性能电子
设备，即使没有基本装置或在
一定温度下未对挤出机或混合
器进行清洗，也可进行测量头
预热。手动操作时，所有重要
的控制数据均可在实验室工作
站的控制面板上读出。

利用先进的软件包，记录、表
示和评估您的测量数据，编制
测试文件。

Plasti-Corder®实验室工作站/实验室工作站 EC

灵活测试和模拟装置的核心

•模块化配置

•带有自我智能型模块的多主站系统

•自我验证

•事件和实际数值的实时传送

•最为先进的软件，适用于当前所有Windows®版本

•实时多任务

•原料和配方开发

•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用于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实验室规模样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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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ti-Corder® Lab-Station EC

TSE 25型双
螺杆挤出机

350型
混合器

30型单螺
杆挤出机

P 600型
混合器

TSE20/40型双
螺杆挤出机

30/50型
混合器

CTSE型双螺
杆挤出机 19型单螺杆挤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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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tograph® EC plus / Plastograph® EC

佳，耗时、耗材少。

Plastograph® EC plus是用于测
量型混合器和挤出机的先进产
品。

具有数字化 3.8kW电机、转矩
测量范围 200Nm、转速范围
0.2min-1 到 150min-1，是一种完
美的测量式驱动器，使用
Brabender®系列的 30和 50型
混合器、19型测量型挤出机和
锥形双螺杆挤出机，进行注重
实践的测量。

Brabender® Plastograph® EC和
EC plus是 Brabender®中的经济

型台式转矩流变仪，在世界各
地应用于调查和实验室模
拟。

Plastograph® EC和 EC plus是
完美的测量型驱动器，使用
Brabender®测量头，进行注重

实践的测量。

Brabender® Plastograph® EC 
和 EC plus用于测试热塑料、
热固性、弹性体、陶瓷成型材
料、填料、颜料和许多其他塑
料和可塑材料的可加工性，注
重实践，成本效益高，可靠性

混合器和挤出机的经济型转矩流变仪

•快速和具成本效益的设置

•轻松连接附加设备，如混合器和挤出机

•自动识别附加设备

•最先进软件，适用于当前所有Windows®版本，

可用于获取可靠记录和评估测量数据。

Plastograph® EC plus

Plastograph® EC

锥形双螺
杆挤出机

19型单螺
杆挤出机

30 /50型
混合器

行星式混合器 P 600

品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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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器

Brabender®测量型混合器

应用

使用 Brabender®测量型混合器

，您能够以实验室规模，来模
拟与聚合物和其他塑料和可塑
性材料生产和加工相关的所有
过程，如化合、混合和粉碎等
，也可以将其用于生产样品材
料或反应性加工。

Brabender®测量型混合器用于

测试热塑料、热固性、弹性体
、陶瓷成型材料、颜料和许多
其他塑料和可塑材料的可加工
性。

转子几何形状

从一个较大的不同转片程序中
选择一个最佳的转子几何形状
，用于您的特殊用途，其中包
括 Banbury、Cam和滚筒形转子
。数十年来，这些转子已在工
业应用中被证明是成功范例。
对于某些测量任务，专门优化
其转子几何形状，如用于热固
性材料的三角形转子。

评估

• PVC熔融性能

•聚合物热切稳定性

• 交联聚合物的流动和紧固
化性能（根据 DIN53 764）

• 使用选择性的零点位，自
动评估炭黑混入时间（BIT）

• 弹性体的流动和紧固化性能

• PVC干燥混合增塑剂的吸收

• 粉末的液体吸收

• 半自动化普遍评价

原理

测量原理以使相对于转子的样
品材料电阻可视化为基础。相
应的转矩使零位置上的测力计
移动。

根据现有标准和测试规范，对
每个样品材料，记录典型的
Plastogram®（转矩和库存温度

与时间的对比）。

考虑到材料结构变化，该图显
示了转矩（粘度）与温度/时间
的关系。

显示器上，在测量过程中，实
测数据以表格数字和/或图形显
示，可进行打印和存储。

C.W.布拉班德说过，

“这仅仅是以时间为函数的测试
、测量和记录，它能够有效地
帮助我们提高生产质量；也只
有这样，才能够识别某些不能
用静态测量掌控的过程。”

质量控制和配方开发的有效机械

•原料和配方开发

•材料测试

•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生产工艺优化

•用于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实验室规模样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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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0型和 30 EHT/50 EHT型混合器

热融合性能

使用该评价方法，测试热塑性
聚合物的热融合性能。测量特
定材料的 Plastograms®，这还

便于对材料的由来作出结论。

WINMix 软件能够分析曲线，并
确定在转矩曲线（用于测量粘
度）、热融合时间、凝胶速度和
机械能输入这三者中的极值。

这些材料特性都是用于进料和
最终检验、或生产过程配置的
宝贵数据。

热塑性塑料：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等

30/50型和 30 EHT/50 EHT型
系列测量型混合器可配备不同
的转子。在此系列混合器中，
自由的混合器体积变化取决于
所安装的转子。由于可调节的
液体温度，特别是对于精确而
均匀的加热/冷却，这些测量头
性能突出。

具有 EHT（电动、高温）扩展
功能的混合器区别在于，它们
在这三个控制区内用电加热调
节温度，并用压缩空气冷却。
与用液体加热混合器相比，这
能够使工作范围扩展到最高温
度 500℃。

这些测量头极其适合于这些材
料，如 PEAK和 PEEK，熔化温
度超过 300℃。

这使得该类混合器特别适用于
研究与开发，并不断地更换测
试材料。

EHT类型适用于 30和 50系列
混合器。

转子转速比 2:3（驱动：非驱
动）产生较高的转矩分辨率，
可进行更好的区分，特别是在
测试低粘度聚合物时。

30/50型测量型混合器

•易于处理和清洁

•可更换转子

•液体或电加热

•精确恒温

•温度可调至 500°C

品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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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控制测量型混合器

50和 350型系列测量型混合器
还配备了一个 TEP控制，为配
方开发提供了特殊优势。使用
您的电脑键盘编写一个多达 20
个混合步骤的序列控制。独立
混合步骤可作为一个已注册的
装置功能进行切换，如：

•时间

•库存温度

•能量输入

和/或功能。此外，（例如，为
测量样品材料的电导率）可连
接一些可选的传感器。

这使得步骤控制混合器为生产
弹性体化合物提供了最佳工
具。

混合器

350/350E型混合器

•大容量混合器体积

•液体或电加热

•精确恒温

•温度调至 300℃

350S 型特殊混合器

350S型特殊混合器主要用于橡
胶和天然橡胶行业，进行混合
与化合操作或材料测试。自由
的大容量混合器体积 370～
440cm3证明有利于配方成分的

配比。混合器中部的水平部分

有助于取出混合均匀的部分。
仅仅倾斜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打开便可去除材料，并用之
进行后续测试。

大容量软件包可用于材料测试
，如炭黑混入时间（BIT）的测
定。

•准确进料

•快速排空

•易于清洗

350系列混合器头可用于液体
加热/冷却，和电加热/空气冷却
。由于具有大容量混合器体积
370～440cm3，这些混合器头通

常被用于生产后续测试的样品
化合物。这些材料容易取出、
卷成片状、或压制成板状。通
过电脑可以控制和记录整个化
合过程。或者执行和利用每一
单独混合步骤的可选步骤控
制。

当然，这些混合器也可用于进
行材料测试（例如，橡胶化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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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螺杆挤出机

测量型挤出机和 Extrusiograph®

原理

以实验室规模，模拟实际生产

Brabender®单螺杆测量型挤出

机和 Extrusiograph®是可互换

的测量头，连接着 Brabender®

Plasti-Corder®实验室工作站或

Plastograph® EC plus，用于测
试聚合物的挤出能力，并可用
于研发和实际应用中的论文研
究。Brabender®模块化系统将

挤出机的一个完整仪器用于原
材料的控制和开发。不同的螺
杆、模具头和下游设备能够完
成各种挤出任务。

螺杆

对于每个测量型挤出机/ 
Extrusiograph®，可使用不同

的螺杆。螺杆均由特殊钢制成
，飞行基础和地基都被镀上铬
。各种压缩比和不同长度的单
级和多级螺杆可用于测试各类
材料。

应用

对于每个测量型挤出机/ 
Extrusiograph®，在注重实践

的条件下，样品材料经塑化，
再经模头挤压。连续记录所有
测量值（如转矩值、熔融温
度、熔融压力），

以表格和图形的形式展示，并
与当前测试同时进行。

多种标准下进行挤出物测试：

•塑化均匀，光泽度，凝胶

• 色散和配色

• 透明度和条纹形成，

如使用透明材料

• 膨胀和收缩性能

•分离模具中和/或螺杆顶部

化合物中的个别配方成分，
（例如二氧化钛）

•单位时间输出量等

此外，后续机械材料可用挤压

过的样本进行测试。

Brabender®测量型挤出机和

Extrusiograph®能够快速且容

易地被安装到驱动装置上。

转矩通过电子传递，这样既可
保护驱动装置，又可防止测量
型挤出机和 Extrusiograph® 因

过载而受到损坏。

加热/冷却
所有 Brabender®测量型挤出机

和 Extrusiograph®包括挤出机

筒，配有磨口和氮化孔、水冷
式进料区，以及各种加热或加
热/冷却区，配有电加热和空气
冷却功能。这种 Brabender®测

量型挤出机和 Extrusiograph®

配有附加的电磁阀，用于控制
向各个加热/冷却区的冷空气供
应。

各个挤出区的温度通过自我优
化的电子温度控制器，进行控
制和显示。

温度和压力传感器

在每个测量型挤出机筒的末
端，两个相对位置的螺纹孔
（1/2”×20 UNF）可用于插入热
电偶和压力传感器，这样热电
偶和压力传感器就可以在模具
通道前面，测量熔体的温度和
压力。

所有 Extrusiograph®沿着挤出

机筒，有 6个相对位置的螺纹

孔（1/2”×20 UNF），以插入热
电偶和压力传感器。

E= 挤出机的
  进料口

L1=进料区
L2=压缩区

L3=计量区
L4=混合区

测试与加工的多功能机

•应用于实验室和小规模生产

•新产品开发

•为配方开发或进料和最终材料
检查进行加工性能测试

•联用测量头，在生产过程中进行质量控制

•生产小型管材和其他型材

•生产吹制薄膜和平面膜

品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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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螺杆挤出机
测量头

Extrusiograph® 19 / 25 D

•可变进料装置

•可互换的进料区

• 沿筒具有多个测量口

液体加热挤出机 19 / 20 DN在
整个长度内具有槽型筒。配有
气动进料装置，它极其适用于
膏状材料，因内部摩擦而极可
能生成热。因此，这种挤出机
通常用于陶瓷材料。

槽型挤出机 19 / 20 DN

•液体加热

•槽型筒

•气动进料装置

挤出机 19 / 10 DW, 配有进料辊

和较短的长度 10D，专用于弹
性体。

通常情况下，它与一个针形筒
和一个 Garvey 型模具头一起联

用。

测量型挤出机 19 / 10 DW

•进料辊

•较短的加工长度

•用针形筒，可扩展

Brabender® Extrusiograph®

19 / 25 D 具有 19mm的筒直径和

25D的加工长度。

Extrusiograph®装配有振动的

标准进料斗。振动进料槽和进
料螺杆均可使用。

19 mm的 Extrusiograph®进料

区可以互换，也可被设计成锥
形槽或平滑的圆筒形。

所有 Extrusiograph® 沿着挤出

机筒有 6个相对位置的螺纹孔

（1/2”×20 UNF），可插入热电偶

和压力传感器。



单机挤出机 KE 19 / KE 30

单螺杆挤出机
单机挤出机

Brabender®单机挤出机是一

种多功用机，用于测试和加工
各类材料。其紧凑的设计使得
该类机器成为实验室和小规模
生产应用理想的解决方案。

与高性能挤出相比，装配有槽
型进料区和屏障螺杆，它就能
达到较高的吐吞量。大批的下
游设备可用于建立完整的加工
线。

•紧凑型设计

•高性能挤出

•具成本效益的设置

单机挤出机 KE 30

11
品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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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杆挤出机

双螺杆挤出机和混料机

原理

使用同向双螺杆挤出机，就可

以完美地实现混料的基本过程
，这使得模块化同向双螺杆挤
出机成为塑料合成到回收的理

想装置。螺杆和机筒的协调、
模块化理念可使所有加工步骤
（进料、传送、塑化、分散、反
应、排空、压力积聚）实现最
佳化。

每个模型的系统配置可随时容
易地适应于个别加工任务，且
成本较低。

或者，作为现代化在线混料机
，连续运行的挤出机联用几个
加工步骤，并使用 Brabender®

双螺杆挤出机。

根据挤出机的尺寸、待测材料
以及加工任务，产量可达
60Kg/h，这展示了该类挤出机
从材料开发到片状和膜状小规
模生产的整个应用范围。

当然，必要的附加设备（如测
量与控制装置或计量系统（重
量、体积、液体）以及下游设
备）也可被使用，这样，可模
块化建立完整的挤出生产线。

必要时，可能需要进行设备扩
展。

•明确的塑化时间和针对

性剪切

•低能量输入时的温和混
合以及高质量同化

• 无温度峰值时，温和材料

处理，即便是以高速进行

•使用混合和捏合元件进行

可变剪切

• 捏合不同圆盘宽度和角度

偏差的块

•熔体最佳泄出的良好压力

控制

•通过啮合螺纹元件，自我

清洗螺杆

优势

由于决定性的加工特性，啮合
同向双螺杆挤出机具有突出的

性能：

• 良好进料特性，即便是流动

性差的材料

•高传送稳定性，无脉动或不

规则热负荷

•较窄的螺杆区内熔体的停留

时间谱图

•挤出物稳定的高品质

• 长距离能量传输的高输出量

•相对于自由螺杆体积，高能
量输入

连续化合的理想部件

•新材料开发

•配方开发

•生产模拟

•应用于实验室和小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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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杆挤出机
停靠站

双螺杆挤出机 TSE 25

筒直径为 25mm的同向双螺杆

挤出机 TSE 25在众多类型挤出

机中是一个真正的多面手。

TSE 25型挤出机，凭借其可变

的加工长度 22D～48D，可用于
多级混料过程。中试实验时，
它还可被用于反应性挤出和配
方开发。

一个特殊软件有助于通过构造
工具包，建立螺杆，以完全适
用于各自用途。根据不同材料
，挤出机可达到 0.6kgs/h～
50kgs/h的产量。

进料装置、大批模具头和下游
设备可作为附加设备使用。

双螺杆挤出机 TSE 20 / 40 D

TSE 20型挤出机采用长度为

40D的机筒。通过在螺杆配置
中增加一个距离套筒，筒长可
以减至 30或 20D，这样您的挤
出机可较容易地适应个别加工
任务。可每隔 10D 长度，安装

计量计和/或排空口。对此，机

筒可装配能够关闭的 4个排空

口。

此外，还可进行侧面进料。
TSE 20型挤出机筒在水平方向

上能够分开，两边能够倾斜，
这就使个别加工步骤评估实现
可视化，并且使该类挤出机特
别适用于研发。该类挤出机也
可作单机挤出机使用。

• 蛤壳式机筒

•可变的加工长度

• 垂直和侧面进料

•能够互换的螺杆元件

•电加热/水冷却

•温度调至 400℃

•反向旋转

•高转矩
•配有闭环式热交换
器的螺杆

•反向旋转

•锥形螺杆设计
•恒量材料传输
• 脱气开口

•能够互换的段筒

•可变的加工长度

•能够互换的螺杆元件

•达到实验室和中试
规模的产量

反向挤出机 TSE 35为具有高转
矩的加工任务而设计。根据加
工任务，可使用不同的螺杆构
型。

它的固定加工长度 17D和每螺
杆 200Nm转矩使这种挤出机特
别适合于难加工材料的一级或
两级加工。这种挤出机可作为
反向类型使用。

双螺杆挤出机TSE 35 / 17 D

锥形双螺杆挤出机可作反向旋
转，用于实验室规模生产。包
括放空区、机筒内和螺杆顶部
的压力/温度测量。具备各种可
用的螺杆构型。

双螺杆挤出机 CTSE

品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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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杆挤出机
单机挤出机

Brabender®小型混料机 KETSE
12 / 36 D是一种同向微型双螺

杆挤出机，在化学工业和制药
工业中，用于开发新产品。

作为一种极佳的实验室设备，
几乎每个加工任务和系统均易
于操作，这是区分微型混料机

的主要特征。

Brabender®小型混料机 KETSE
12 / 36 D具有 2.4kW输出量的
集成驱动器，最高速度可达到
600U/min-1。模块化螺杆理念使

所有个别加工成为可能，且符
合最低的材料要求。

小型混料机 KETSE 12 / 36 D

•极少量的材料加工

• 蛤壳式机筒

• 垂直和侧面进料

•能够互换的螺杆元件

微型螺杆与纸夹相比

实验室型混料机 KETSE 20 / 40 D 

使用新型单机 KETSE 20 / 40 D,
Brabender®提供了一种微型双

螺杆挤出机，在化学工业中，
用于材料研究和过程模拟。

结合完全适应几乎每项加工任
务的机器规模、以及系统的易
操作性能够解释 KETSE20 /40 D
作为极佳实验室设备的原因所
在。

蛤壳式机筒（长度：40D）在水
平方向上能够分开，两边能够
倾斜。这就使个别加工步骤评
估实现可视化。此外，这有可
能使螺杆便于安装，并对机筒
进行快速清洁。

除主要计量外，在 10D、20D和
30D的筒长处，有计量或排空

口。侧面进料口可安装在 12D
和 22D 长度处

• 蛤壳式机筒

•可变加工长度

• 垂直和侧面进料

•能够互换的螺杆元件

•电加热/ 水冷却
•温度调至 400℃
•紧凑型设计

•具成本效益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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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用户优化软件

Plastogramm®

圆形和插槽毛细管测试的流动曲线相关性

根据最为先进的软件，用户优

化的 Windows®软件软件可记

录过程数据，评估测试结果

运行测试过程中，在线谱图能
够快速地提供测试数据调查和
评估结果。

Brabender®仪器的用户掌握了

系统技术的大量现有信息。

特殊数据相关程序可实现一系
列不同测试结果的直接比较。

存入 MS Access R 数据库格式的
记忆测量值和真正 32位软件，
结合系统的易操作性，可确保
安全、快速和高度灵活性。

品质所在

使用程序化模块，如

• WINMIX 
  （混合器应用程序）

• WINEXT
  （挤出机应用程序，包括毛细管流变仪）

• WINAG 
  （在线测试熔融指数和膜纯度）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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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测量模具头

加工/测量模具头

单线式模具头

圆形模具，用于挤出一个杆或
一根丝。

流变插槽毛细管模具头

毛细管粘度插槽模具，用于科
学地测定粘度。

管式模具头

管式模具，用于挤出一根硬管
或一根软管。

流变圆形毛细管模具头

毛细管粘度圆形模具，用于科
学地测定粘度。

带有衣架形的唇式模
具头

平板模具，用于挤出一块平板
或一张薄膜。模具间隙的厚度
是可变的。

Garvey模具头
Garvey模具，根据 ASTM  
D 2230，用于测定特殊注入
性能。

螺旋芯棒模具头原理

吹膜模具，用于测试热塑性
材料的可加工性，并带有冷却
环。

膨胀测试仪

光电测厚装置，用于测试圆型
聚合物的膨胀性能。

然而，如果是特殊应用，需要
液体加热设计时，只需向我们
进行咨询。所有模具头具有螺
纹孔，用于测量熔融温度和/或
压力传感器。大多数模具头均
可垂直和水平使用。

原理

在挤出机或 Extrusiograph®

中，安装和互换模具头极其容
易：仅使用环形螺母将模具头
固定在挤出机筒上。模具头是
由极耐腐蚀钢材组成，可进行
标准化电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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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设备

造粒机可处理直径为 1至 4 毫

米的 4 股产品。

控制切断速度和排放速度，这
样可调节颗粒大小。

其他特性包括其低噪音运行和
完美设计，包括易于排料的抽
屉系统。

水浴后，可使用空气淋浴，这
样可便于干燥多股产品。

吹膜装置可同时用于吹膜、

冷却、排放、挤出吹塑膜的卷
绕，并能准确地调节软管直径
和膜厚度。

根据不同的材料，吹膜比例通
常是 1:2至 1:4。

将一个附加膜质量分析仪安装
到吹膜塔上，这样能够同时进
行纯度测试。

造粒机 吹膜装置

Univex型成膜装置能收卷、冷
却、卷绕平面膜，最高速度达
到 30m/min。轧辊的液体温度调

节正面影响其结晶过程。
Univex 型成膜装置可手动或
（经 CAN总线）通过个人电脑

（PC）进行控制。

Univex型成膜装置

配有集成变频驱动器的收卷装
置能够收卷片状和带状膜，最
大成膜速度达到 10m/min。

FSR型收卷装置可手动或（经
CAN总线）通过个人电脑

（PC）进行控制。

在移动底座上（包括安全装
置），可调节其高度。预期在
10-180℃之间，调节液体温
度。

FSR型收卷装置

•模拟实际生产
•配有膜质量分析仪
的可扩展性

•用于薄膜、片状或带状
膜的收卷

•精确的温控

•可调的颗粒大小

•低噪音运行

•易于放电

•极佳的膜质量
•高速收卷
•精确的温控

品质所在



Auto-Grader®自动分级机能够

连续确定其熔融指数、膜纯度
、透明度—数秒钟内实现的聚

合物在线生产。

自我优化和自动运行可确保其
极其适用于待测聚合物。所有
相关数据均被保存在数据库中
，并被传送到过程控制系统
中。

当生产转变为一项输入时，
Auto-Grader®自动分级机能够

准确地确定产品合格时间，这
使“不合格”材料比例最小化。

该系统可用于拓展进一步在线
测量的范围，例如，颜色、浊
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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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生产控制

Auto-Grader®自动分级机: MFR, MVR

•客观

•连续

•实时检测

•集成入过程控制系统

膜质量分析仪

膜质量分析仪测试透明膜的纯

度。除透明度外，还检测其凝
胶含量、杂质含量、黑点含量
和鱼眼含量。对检测到的所有
粒子按大小归类。这样，您就
能获得粒径分布和超时后的杂
质生成信息，还可能推算出材
料的面积、重量和体积。

标准版本可用于确定最小直径
为 19μm的颗粒。在特殊情况

下，分辨率已降至 5μm，膜透

明度最小值可降至 20%。

膜测试流水线

从测量型挤出机生产的平面膜
被引入一个光源和一个高分辨
率电子摄像头之间，进行测
量。

照片通过智能化数据传输界面
进行分析。将照片信号和过程
测量值传送到电脑中。测试和
评估结果显示在显示器上，并
进行打印。

•模块化建成的挤出
流水线

•单螺杆挤出机

•集成膜质量分析仪
FQA CCD 摄像头
4096像素

•用于片状、带状膜的
FSR型收卷装置

•黑点、凝胶和鱼眼检测

•评估膜质量说明

•客观

•连续
•检测黑点、凝胶和鱼眼

•评估膜质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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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和橡胶测试

Elatest®分析仪

Elatest®分析仪分析仪可用于确

定聚合物的密度，特别是橡胶
和未硫化的橡胶化合物—无论

是在配方开发，还是在连续生
产控制过程中，该密度是对橡
胶加工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个
尺度。

在测量型机筒中，样品材料被
压缩。压缩过程中，样品中的
任何气体逸出。在预设压力下
，移动活塞到达每个单独样品
的的特定位置，也就是说，样
品被压缩到特定体积。通过位
移传感器，测量活塞的行程，
并将行程信息传送到计算机中
。

通过样品重量和体积，并使用
配有触摸屏的软件，计算机能
轻松地自动计算出密度。良好
测量值的重现性、便于操作性
和可靠性使得 Elatest®分析仪

能够更好地用于生产控制和研
发。

C型吸收计

用于精确且能够重复吸收测试
的定型的 Brabender® C型吸收
计完全符合 ASTM D 2414规
定，包括新程序 B、C以及
ASTM D 3493。

其原理在于，添油期间，测量
炭黑对旋转转子产生的阻力和
确定其吸收能力。使用高精度
滴定管将液体（作为滴定剂）
滴加到混合室中的粉末样品
中。

当液体润湿样品时，在转矩曲
线上就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物
相：

•自由流动相

•凝聚相

•终止相

自由流动相期间，液体被吸收
到炭黑的结构中。充分吸收液
体后，颗粒开始相互粘紧，并
形成凝聚体。转矩值骤然上升
表示抗混合力增强。

通过液态进入固态到固态进入
液态的相态改变，转矩可达到
其最大值（饱和）。

炭黑的吸油量与加工过程和使
用炭黑制备的橡胶化合物之硫
化性能直接相关。

精确且能够重复吸收测试

•带有精确转矩测量的变频驱动装置

•带有特殊转子的高精度测量型混合器

•配有温度指示的冷却夹套，用于混合器

（选项）

•配有高精度滴定管、序列控制滴定速度，

用于最佳测试程序

压实密度测量

•全自动化

•时间要求最低

•重复精度 0.03%
  （绝对值 0.0008g/cm3）

配有触摸屏的 Elatest®分析仪

品质所在



Brabender® GmbH & Co. KG

Kulturstr. 51-55 · 47055 Duisburg · Germany
电话：+49 203 7788-0 · 传真：+49 203 7788-101
电子邮箱：plastics-sales@brabender.com
www.braben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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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bender® agencies all over the world.
© 2010 Brabender® GmbH & Co. KG 

已注册所有商标。

如遇设计变更和技术改造，恕不另行通知。

品质所在

Melchers Techexport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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