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量皆可测量。

Brabender® 	
橡胶与生胶质量检测解决方案



2

 

橡胶与生胶加工市场日益活跃，远非往昔可比。在全球竞争中，
除了紧锣密鼓的营销活动之外，只有着重致力于持续产品开发的
企业才能够夺得先机。
 

而对于确保所用原材料的质量，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 Brabender 
以卓越的分析技术为您提供支持。在以下的页面中，我们将为您
整体展示与您所在的橡胶/生胶加工、制造或科研型企业相关的所
有设备——从久经考验的测量型混合器与挤出解决方案，到用于
密度检测和炭黑定性的特殊应用。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兴趣，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祝您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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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皆可测量。

„C“型炭黑吸油计
吸油值的测定

如何测量	?
借助自动精密滴定管，油被连
续滴入混合室内的样品材料中
(变量可编程)。液体被样品吸
收，粉末相互凝聚。通过这种
方式增加了捏合过程所需的典
型扭矩值并最终达到最大值。 

符合标准：
•	ASTM D 2414 OAN
•	ASTM D 3493 (COAN)
•	ASTM D 6854 (硅石)

Brabender „C”型炭黑吸油计是一款配有扭矩测量
系统 (Dynanometer) 的台式设备，通过在吸油过程
中精确并且可复现地测量粉末稠性的变化，从而测
定粉末材料的吸油值 (OAN)。由此展现出的受检材
料的结构与加工性能直接相关，因而可以得出对
现有材料质量的结论。

特性
与前款„E“ 型炭黑吸油计相
比，„C“ 型炭黑吸油计不仅可
以在所规定扭矩水平的终点处
测定吸油值，同时也能够在较
低的扭矩水平下或最大扭矩的 
70 % 处确定该值。对于产生低
扭矩水平的材料来说——例如
化妆品原料以及 rCB，由此即可
避免扭矩设置的问题。

独立设备

有哪些	
可以检测的种类	?

•	 	炭黑

•	硅石

•	填料

•	颜料

•	二氧化钛

优势
•	 	具有预设标准值的自动顺序

控制精确配料泵

•	 	短测量周期实现经济高效的
运行

•	 	操作简便

•	 	轻松快速更换测量型混合器

•	 	紧凑型设计便于清洁

•	 	可通过 USB 同时将最多四台
设备连接至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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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test®

生胶及生胶混合物的密度测定

如何测量	?
密度测定通过内置电子秤测定
样品质量的方式完成，体积测
定通过电子式路径测量装置完
成。首先对样品称重，然后通
过活塞在量筒中对其进行气动
式压缩。测定样品体积时，需
要测量气缸为空与气缸充满状
态下活塞冲程之间的差值。

Elatest 中内置的计算机控制整
个测量过程，并且根据样品的
重量以及测得的体积自动计算
样品密度并将其显示在触摸屏
上。所有数据均可通过以太网
接口复制到本地网络或 USB 记
忆棒中。

在橡胶加工中，无论对于配方开发还是连续生产控
制，密度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Elatest	能够可靠、
精确、可重现地测定聚合物的密度，尤其是生胶以及
非硫化生胶混合物的密度，从而对其适用性作出决定
性指示。

有哪些	
可以检测的种类	?

•	 	弹性体 

•	 	生胶

•	 	非硫化生胶混合物

优势
•	 	优异的测量值重现性

•	 	操作简便

•	 	可靠、坚固的设计

独立设备

	 兼容于：

•	 	测量型挤出机 19/10 DW

•	测量型挤出机 19/20 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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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皆可测量。

空隙体积计
通过空隙体积测量进行炭黑分析

如何测量？
使用压模对炭黑样品进行液压
式压缩。此时，在气缸闭合的
条件下，压力以线性或步进式
压力曲线施加在活塞上。活塞
和顶盖上的压力传感器连续记录
作用在其上及其传递的压力。 

空隙体积 (Void Volume) 即为测
得体积与理论体积之间的差
值，标定为 100 g。压力升高
时，通过一个预设或可自由选
择的 (10	MPa/s) 压缩率连续测量
空隙体积。

软件根据 ASTM D 7854 中给出的
等式，利用几何平均曲线计算
炭黑样品的空隙体积。体积变
化作为压力函数记录。除了在
持续增加压力下的测量以外，
还可以编辑压力分布图。这意
味着在一定时间内接近所选定
的压力值。

符合标准： 
•	ASTM D 7854
其他测试方法可自由配置

空隙体积计测量炭黑和二氧化硅样品的压缩空隙体
积，以此指明聚合物增强材料中的最佳聚合物-炭黑比
率。对于货物进出以及产品开发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利用空隙测量法进行的炭黑分析能够建立具有说服力
的基础，从而在不使用添加剂的情况下得出对炭黑和
二氧化硅团聚结构基本性质的结论。可替代标准  
D 2414。

优势
•	 	快速简便的检测方法

•	 	高精度和可重现性

•	便于清洁

•	 	生产率：与吸油值测量相比，
测量频率更高

•	 	无需任何添加剂

•	 	实验完成后无需报废处理		
(样品仍可继续使用)

有哪些	
可以检测的种类	?

•	 	工业用炭黑 (Carbon Blacks)

•	 	硅石

独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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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tograph® EC Plus
热塑性塑料的加工性能检测

兼容性
Plastograph EC Plus 是 Plastograph 
EC 扩展版。二者均为世界知名
的通用式转矩流变仪 Plastograph 
的桌面型升级版。Plastograph EC 
Plus 能够与测量型挤出机 19	/	10 
DW 以及测量型混合器 B 50 组
合成为一款适用于检测橡胶与
生胶混合物的高性价比、高性
能解决方案。

如何测量	?
Plastograph EC Plus 为各类测量
配件提供驱动能量：它将摆锤
式测力计从零位扭转。此路径
被测量并显示为时间函数。在
整个挤出过程中，它能够记录
并控制每个测量配件、配料器
和下游设备的各类参数，例如
熔体温度和控制温度、转速及
压力。

适用于实验室和技术院校进行应用技术实验的转矩流变
仪。该设备用于实验弹性体、热塑性塑料、热固性塑
料、陶瓷材料、填料、颜料和其他多种可塑化材料的加
工性能。只需很少的产品和时间耗费即可在接近实际的
条件下完成。

有哪些	
可以检测的种类	?

•	 	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混
合物

•	 	轧制板带

•	 	粒料

有哪些可以测量的种类	?
	与测量型挤出机 19	/	10 DW  
相结合：

•	 	加热区和熔体温度

•	熔体压力值

•	扭矩

•	挤出机转速

•	 	配料器和下游设备等装置的
转速，吞吐量	(配天平)

与测量型混合器 B 50 相结合：

•	 	转速、扭矩和温度

•	 	材料特性和熔体性能

•	 	流动/预硫化性能

•	 	与附加料	(例如炭黑、硅石)
复合，炭黑混入时间 (BIT)

用途
与测量型挤出机 19	/	10 DW 相
结合：

•	 	生产过程的实况模拟

•	 	每台生产设备的最佳工艺参数

•	 	显著节省成本

与测量型混合器 B 50 相结合：

测量值指示出了产品在生产过
程中的性能，总结了其流变特
性，并且使捏合物料的结构变
化可视化。存储的参数集可以
继续用于例如配方开发。

优势
•	 	实时传输流程事件与实际值

•	 	使用极小的样品量即可获得
可靠翔实的结果

•	 	无需中断生产过程

•	 	模块化结构提升灵活性

	 兼容于：

•	 	测量型挤出机 19/10 DW

•	测量型挤出机 19/20 DW

•	测量型混合器 B 50

动力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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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皆可测量。

Plasti-Corder® 实验室工作站
适用于实验室和技术院校进行应用技术实验的转
矩流变仪

如何测量	?
Plasti-Corder 实验室配有直接
转矩测量系统，可在整个挤出
过程中记录并控制每个测量配
件、配料器和下游设备的各类
参数，例如熔体温度和控制温
度、转速及压力。

有哪些可以测量的种类	?
与测量型挤出机 19/10 DW、	
DSE 20 和 DSE 25 相结合：

•	 	加热区和熔体温度

•	 	熔体压力值

•	 	扭矩

•	 	挤出机转速

•	 	配料器和下游设备等装置的
转速，吞吐量	(配天平)

与测量型混合器 B 50 和 350 S 
相结合：

•	 	转速、扭矩和熔体温度

•	 	材料特性和熔体性能

•	 	流动/预硫化性能

•	 	与附加料	(例如炭黑、硅石)	
复合，炭黑混入时间 (BIT)

Plasti-Corder 实验室工作站是实验室和技术院校针对原料
与配方研发、物料检测、生产同步质量控制、生产工艺
优化以及根据实验室标准为后续试验制造样品而进行应
用技术实验或处理任务的基本单元。

用途
与测量型挤出机 19/10 DW 和 
DSE 20/25 相结合：

•	 	生产过程的实况模拟

•	 	每台生产设备的最佳工艺参数

•	 	显著节省成本

与测量型混合器 B 50 和 350 S 
相结合：

生成的 Plastogramm 图表将扭矩
(粘度)	和温度显示为时间的函
数，同样能够使材料的结构变
化可视化。测量值指示出了材
料在生产过程中的性能并总结
了其流变特性。存储的参数集
可以继续用于例如配方开发。

优势
•	 	实时传输流程事件与实际值

•	 	使用极少量样品材料即可获
得可靠翔实的结果

•	 	无需中断生产过程

•	 	模块化结构提升灵活性

附加件
•	 	恒温器	(必备)

•	 	测量配件	(用于生胶/橡胶应
用：测量型挤出机 19	/	10 DW 
或密炼机 350 S)

•	 	坞站	(用于连接测量型混合器 
350 S)

•	 	用于使用 DSE / 测量型挤出机 
19	/	10 DW 运行的下游设备：
传送带、水浴、静态混炼机
和卷线机

有哪些	
可以检测的种类	?

•	 	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混合物

•	轧制板带

•	粒料

动力单元

	 兼容于：

•	 	测量型挤出机 19/10 DW

•	 	双螺杆挤出机 DSE 20 / DSE 25

•	 	密炼机 350 S

•	 	密炼机 B 50

协同于：
•	 	双辊混炼机	(用于测量型

混合器样品材料的样品后
续准备)

•	 	Elatest	(密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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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螺杆测量型挤出机 19	/10	DW 
及其辊式进料装置和短至 10	D 
的加工长度尤为适用于弹性体
的可挤出性实验以及对开发和
应用问题的研究。该设备可将 
10-D 销钉式挤出机配件作为测
量型挤出机 19	/	20	DW 共同使
用。在配备 Garvey 喷嘴头的情
况下，测量型挤出机 19	/	10	DW 
和 19	/	20	DW 可出色适用于橡胶
与橡胶混合物试验。

如何测量	?
Plastograph EC Plus 或 Plasti-Corder  
实验室工作站的驱动软件 
WinExt 或 MetaBridge 记录各类工
艺参数。

•	 	加热区和熔体温度

•	 	熔体压力值

•	 	扭矩

•	 	挤出机转速

•	 	配料器和下游设备的转速以
及吞吐量	(配天平)

符合标准： 
•	ASTM D 2230

Brabender 测量型挤出机 19/10	DW 和 19/20 DW 属于测
量配件，可结合 Brabender Plasti-Corder 实验室工作站
或 Plastograph EC Plus 使用。由此可制造用于质量控
制、材料与配方开发的符合实验室标准的圆形和  
Garvey 型材，从而实现生产过程的实况模拟。	
根据所记录的测量变量，可为每台生产设备设置最佳
工艺参数。

有哪些	
可以检测的种类？

•	 	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混
合物

•	 	轧制板带和粒料

•	NBR

样品在加热后的挤出机料筒内
熔化、均质化并由螺杆输送到
喷嘴。软件测量各类参数并以
图形和图表的方式记录，以便
随后进行评估。 

优势
•	 	快速简便地加装至驱动单元

•	 	利用销钉式挤出机配件可将
加工长度扩展至 20 D

•	 	实时传输流程事件与实际值

•	 	小型结构尺寸仅需要极少样
品量

•	 	通过不间断的生产过程显著
降低成本

附加件
•	 		喷嘴：圆形喷嘴或 Garvey 喷

嘴、管式喷嘴、宽带喷嘴

•	 	销钉式挤出机配件

•	 	下游设备：传送带、水浴、
静态混炼机、卷线机

测量型挤出机 19/10 DW 和测量
型挤出机 19/20 DW
弹性体加工实况模拟

	 兼容于：

•	 	Plastograph EC Plus 或 Plasti- 
Corder 实验室工作站

•	 	坞站	(仅在与 Plasti-Corder 实
验室工作站共同运行时)

挤出

协同于：
•	 	密炼机 350 S / B 50  

(预备捏合物料)

•	 	Elatest	(密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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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型混合器 B 50
天然与合成弹性体的制备

如何测量	?
在整个捏合过程中测量并记录
扭矩和熔体温度。扭矩通过阻
力产生，该阻力来自于捏合室
中的样品材料在捏合过程中对
旋转桨叶的反向作用。 

特性
•	 	独立循环恒温器，用于捏合

室的液体温度控制

•	 	可根据温度和剪切力检测电
极料和陶瓷模塑料的流动性能

符合标准： 
•	ASTM D 3182	(用于弹性体)

测量型混合器 B 50	(带 Banbury 型桨叶，液体恒温处理)
可在标准情况下与 Plastograph EC Plus 或 Plasti-Corder 实验
室工作站组合使用。典型应用包括流动性能与预硫化性
能实验、塑炼、塑化、分散、均质化、熔化、混合、捏
合以及为材料开发和质量控制而进行的膏状、粘性、塑
性和弹性天然弹性体与合成弹性体的复合。

有哪些	
可以检测的种类	?

•	 	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混合物

•	轧制板带

•	粒料

•	 	氧化铁粉末、炭黑、颜料
和类似颗粒	(吸收测量范围
以 µm 计)

用途
Plastogramm 图表使材料的结构
变化可视化。测量值指示出了
材料在生产过程中的性能并总
结了其物理特性和流变特性。
存储的参数集可以继续用于例
如配方开发。

优势
•	 	分为两部分	(对液体恒温处理)	

的捏合室便于操作和清洁

•	样品用量少

•	废料生成少

•	无需中断生产

捏合

	 兼容于：

•	Plasti-Corder 实验室工作站

•	Plastograph EC Plus

质量皆可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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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炼机 350 S
适用于橡胶与生胶工业的特殊捏合机

如何测量	?
在整个捏合过程中测量并记录
扭矩和熔体温度。扭矩通过阻
力产生，该阻力来自于捏合室
中的样品材料在捏合过程中对
旋转桨叶的反向作用。Plasto-
gramm 图表显示最大装料值、
混合物在最小扭矩、由硫化决
定的曲线上升直至最大扭矩下
的流动性能。 

特性
•	 	密炼机在中间部位水平分

为：上半部和下半部可轻松
转向，易于取出材料并进行
后续实验。

•	 	特殊密封方式确保对诸如硅
石和炭黑等精细颗粒的整洁
混合。

•	 	从 370 至 440 cm3 的自由捏合
体积	(取决于桨叶几何形状)
已被证明有利于橡胶/生胶工
业对配方组分的测量要求。 

符合标准： 
•	ASTM D 3186

Brabender 特殊密炼机 350 S	(辊筒型、凸轮型、Banbury
型 或 Sigma 型桨叶)	作为液体恒温型测量配件，专为
橡胶与生胶工业而开发。该设备与 Plasti-Corder 实验
室工作站驱动单元相结合，用于在材料检测以及材料
和配方开发的范围内对膏状、粘性、塑性和弹性天然
弹性体与合成弹性体进行实验。制备可通过塑炼、塑
化、分散、均质化、熔化、混合、捏合以及复合完成。 

•	 	对于诸如炭黑混入时间 (BIT) 
测定等材料实验，相应的软
件包均可供使用。

•	 	选配：通过传感器技术测量
电导率

用途
生成的 Plastogramm 图表将扭矩	
(粘度)	和熔体温度显示为时间的
函数，使材料的结构变化可视
化。测量值指示出了材料在生产
过程中的性能并总结了其物理特
性和流变特性。存储的参数集可
以继续用于例如配方开发。

优势
•	样品用量少

•	 	废料生成少

•	 	无需中断生产

附加件 
•	 	恒温器	(必备)

•	 	专用坞站，用于连接至实验
室工作站

•	 	选配：电导率传感器、液体
配料泵

有哪些	
可以检测的种类？

•	 	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混合物

•	轧制板带

•	粒料

捏合

协同于：
•	 	双辊混炼机	(用于样品后

续准备)

•	 	测量型挤出机 19	/	10 DW 
(用于捏合物料的后续处理)

•	 	Elatest (测试已开发的配方)

	 兼容于：

•	Plasti-Corder 实验室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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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皆可测量。

双螺杆挤出机 DSE 20 与 双螺杆
挤出机 DSE 25
弹性体生产实况模拟

Brabender 双螺杆挤出机 DSE 20/40 属于电加热测量配
件，可通过 Brabender Plasti-Corder 实验室工作站驱动。
挤出机用于制造符合实验室标准的各类挤出产品、进行
质量控制以及材料和配方开发。双螺杆挤出机 DSE 20 与 
DSE 25 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实况模拟。根据所记录的测
量变量，可为每台生产设备设置最佳工艺参数。

有哪些	
可以检测的种类	?

•	 	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混合物

•	轧制板带和粒料

•	NBR

通过机床对各种复合任务高效
顺畅的配合方式，双螺杆挤出
机 DSE 20/40 成为了绝大多数工
艺任务的理想解决方案。

在 Brabender 双螺杆挤出机中，
双螺杆挤出机 DSE 25 是一款真

正的全能型产品。无论是作为
试验性设备、用于配方开发、
作为在线混合机还是用于小规
模生产——DSE 25 涵盖了所有工
艺任务。

挤出

	 兼容于：

•	 	Plasti-Corder 实验室工作站

有哪些可以测量的种类	?
与 Brabender 双螺杆挤出机相
结合，Plastograph EC Plus 或 
Plasti-Corder 实验室工作站的驱
动软件 WinExt 或 MetaBridge 记录
各类工艺参数。

•	 	加热区和熔体温度

•	 	熔体压力值

•	 	扭矩

•	 	挤出机转速

•	 	配料器和下游设备的转速以

及吞吐量	(配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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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	 	快速简便地加装至驱动单元

•	 	实时传输流程事件与实际值

•	 	小型结构尺寸仅需要极少量
的样品材料

•	 	连续生产过程显著避免成本

附加件
•	 	配料系统	(按照体积或重量),

用于输送产品

•	 	粒料、粉末、纤维或液体；
在 DSE 20	/	40 上提升至 10 
D、20 D、30 D	(按照体积) 以及 
12 D 和 22 D	(按照重量)	的配料
口处

•	 	喷嘴：圆形喷嘴或 Garvey 喷
嘴、管式喷嘴、宽带喷嘴

•	 	分段式螺杆几何形状

•	真空发生器 (选配)

•	 	下游设备：传送带、水浴、
卷线机

如何测量	?
产品在加热后的挤出机料筒内
熔化、均质化并由分段式双螺
杆输送到喷嘴。软件测量各类
参数并以图形和图表的方式记
录，以便随后进行分析。在
此，便捷的相关软件能够对不
同测量或测量系列直接进行比
对。 

自动计算得出的平均值和标准
偏差值以图形方式显示，同时
指明偏差和趋势。

	 兼容于：

•	Plasti-Corder 实验室工作站

协同于：
•	 	双辊混炼机	(样品后续准备)

•	 	测量型混合器 B 50 / 350 S		
(用于准备捏合物料)

•	 	Elatest	(密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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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皆可测量。

TSSR 计量器 
用于表征 TPE、塑料和弹性体的等温应力
松弛试验

如何测量	?
TSSR 计量器可实现两种不同的
测量方法： 

•	 	常规等温松弛测量法 

•	 	TSSR 方法 

使用 TSSR 计量器的测量流程分
为两步：放入试棒后，将其拉
伸一定量	(例如 50％)。在一段
可自由选择的时间	(例如 2 小
时)	内，短期松弛过程可在恒定
温度	(例如 23°C)	下逐渐减轻。 

在第二步中，进行非恒温引导
阶段。此时，样品以恒定的、
可自由选择的加热速率	(例如  
2 K / min)	加热至预设温度	(最
高 300°C)。在此过程中测定检
测材料的最高工作温度和弛豫
谱。在这两个阶段中，TSSR 计
量器记录受力特性。由此构成
了评估的基础。

符合标准： 
•		符合 DIN 53504 要求的 S2 标准试棒对应于符合 EN 

ISO 527 要求的试样 5A

使用 TSSR 计量器既可以进行常规的等温松弛测量，
也可以进行温度扫描应力松弛测量——即 Temperature 
Scanning Stress Relaxation，简称 TSSR，一种非等温应力
松弛测量方法	(AISR 方法)。借助这种方法，可以表征 
TPE、塑料和弹性体的热机械性能。TSSR 计量器适用
于材料开发以及生产同步质量控制。随着 TPE 重要性
的日益凸显，特别在汽车工业领域内，该材料已成为
一个决定性因素。

特性
•	 	细软管专用支架

用途
•	 	TSSR 指数是针对 TPE 或弹性

体材料的近似弹性体温度特
性的相对量度

•	 	可重现性极佳

•	 	样品材料松弛性能与结构相
关信息

优势
•	 	快速测定交联密度

•	 	检测耗费与时间耗费少 

•	 	操作简便

•	 	测量与评估自动完成

有哪些	
可以检测的种类	?

•	 	天然橡胶

•	 	合成橡胶混合物

•	 	橡胶

•	 	弹性体

•	 	热塑性弹性体

独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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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辊混炼机
适用于橡胶和生胶的通用型混炼机

有哪些可以测量的种类	?
双辊混炼机属于制备设备，无测
量任务。

如何混炼	?
通过两个恒定辊筒转速确保恒
定摩擦力。设备既可以在恒
定转速下运行，也可以在可
变转速下运行。辊筒直径为 
100 mm，耐腐蚀，并已经过硬
化和研磨。

用途
•	生产小型化

•	配方开发

•	 	混合橡胶和生胶

•	 	操作简单明了

特性
混炼机辊筒可加热和/或冷却。

实验室用开炼机是一种用于混合和捏合橡胶与生胶的
通用型机器。双辊混炼机在全球广泛应用于原材料与
配方开发、材料测试、生产同步质量控制和生产过程
优化。 

有哪些	
可以检测的种类	?

•	 	天然橡胶

•	 	合成橡胶混合物

•	橡胶

	 兼容于：

•	测量型混合器 B 50 / 350 S

•	TSSR 计量器

•	板坯压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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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皆可测量。

实验室台式压力机
适用于橡胶和生胶的实验室压力机

有哪些可以压制的种类	?
利用板坯压力机可以在实验室
内制造所有常见的板型和样
品。加装单元能够与客户的特
定要求精确匹配。

台式压力机是一种液压式上行
冲程压力机。压板安装在一个
坚固的四柱压力单元中。大尺
寸加热板与支柱承担所产生的
作用力。底部压板平放在压台
上，压台通过液压缸移动。气
缸的加长行程保证了最佳导向
性能。 

压板由多层结构制成，配有研
磨钢工作面。在一个铝块内的
冷却水回路与加热筒排布确保
了均匀的温度分配和快速冷
却。压板通过耐高温、耐压的
绝缘板与压力单元相连。

实验室压力机适用于制造以生胶和橡胶为材料的板型
样品。该设备在全球广泛应用于原材料与配方开发、
材料测试、生产同步质量控制和生产过程优化。 

用途
制造而成的橡胶板已根据工艺
条件进行各类预处理，因而呈
现出不同的性能。

有哪些	
可以检测的种类	?

•	 	天然橡胶

•	 	合成橡胶混合物

•	橡胶

	 兼容于：

•	 	捏合机

•	Elatest

•	双辊混炼机

•	TSSR 计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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