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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bender挤出技术迈向
未来
挤压产品是食品和动物饲料行
业创新产品中最具创新和最具
前景的选择。小吃、早餐麦
片、面包干、甜食和宠物食品
只是可以使用实验室标准精度
进行测试的一些例子。Brabender
可以为各种各样形状、颜色和
口味产品生产线的实验测试提
供恰到好处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综合型设备
Brabender挤出机具有高度通用
性，使现代食品在极其现实的
工艺条件下开发。这些综合型
设备在一个单一操作中处理生
产运行过程的所有步骤，如给
料、输送、塑化、扩散、反
应、脱气、升压。它们适合于
想要寻找一个很好选择方案的
所有人，可以在不干预现有工
艺的条件下尝试新工艺，以便
进行实验。

为您的产品开发带来效
益：
•	 	节省资金和时间：	
不要让您的生产过程因不
必要的干预而受干扰或中
断，损失时间和金钱，使用
Brabender实验室挤出机在小
型试验中验证质地和感官特
性。

•	 	跟踪产品质量：	
通过防止质量不合格，给客
户提供质量稳定的产品。

•	 	应用：Brabender实验室挤出
机建立程序，连续跟踪食品
质量并对质量变化作出反
应。

•	 	不断创新：	
创建新产品和新应用，改变
原材料、配方、切割设备、
模头和压力、温度和剪切速
率等参数。

•	 	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可持续的产品开发。
您的生产过程准时，只需使
用一个小样本。

直接挤压膨化和间接挤压膨化产品

带实验站双螺杆挤出机KETSE 20/40	

为了完全重新设计产品矩阵，
几乎没有其他工艺比挤压工艺
更具有潜力。在食品质感和结
构的开发过程中，在不改变起
始产品的情况下，可以改变挤
出过程中的压力、温度和剪切
量等参数。

在这本手册中，我们想向您介
绍我们的产品系列，单、双螺
杆食品挤出机。

Brabender® GmbH & Co. KG, Brabender Messtechnik®  
GmbH & Co.KG和Brabender Technologie KG

挤出技术
挤出机和挤压产品

Dieter Preim, 食品挤出技术产品经理, Brabender GmbH & Co.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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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挤压膨化产品
“即食产品“

•	 	从挤出机挤出时在模具上膨胀的产品。它们的体积突然增大，形
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稳定。

•	 	生产膨化产品的先决条件是确定的含水量以及合适的压力和温度
条件。

•	 实例：膨化条、膨化球、谷类、面包

食品挤压产品术语

间接挤压膨化产品
•	 	挤出物通过使用微波炉、热油或热空气流等额外工艺步骤进行膨
化。

•	与直接膨化产品不同，其工艺参数各不相同。

•	温度低于100度，含水量高于直接膨化产品。

成型产品
•	 	这些产品的形状由从挤出机挤出时的模具决定。

•	 	挤出机的温度低于100度。

•	 	实例：面条/面团、水果串和水果条

糊化产品
•	 	指淀粉颗粒在水和热的条件下膨胀，导致细胞壁破裂而获得的产
品。

•	 	实例：面条

挤出技术
挤压产品



选择标准：单与双螺杆挤出机

选择标准 单螺杆挤出机 双螺杆挤出机

螺杆结构 购买现成的螺杆1 螺杆元件的可变组合2

进料口 原料从1个端口进料
原料和液体可从4个顶部端口和2个侧端口
加入。

温度设置 2-3个电加热区，通过压缩空气冷却。 4个电加热区，用水冷却。

挤出过程中实验 - 可以打开挤出机来观察加工过程并取样。

输入水分3 高达约30 % 高达约65 %

含脂率3 高达约5 % 高达约20 %

1 单螺杆挤出机使用螺杆
多种多样的螺杆可以用来对各种材料进行试验。

螺杆具有不同压缩比：

•	对于面条，1:1	

•	对于膨化食品，1:3

2双螺杆挤出机使用螺杆
对于食品部门的测试，一种仅由输送元件组成的螺杆可作为
标准。由于螺杆共同旋转，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混炼性能和
自清洁效果。

3实际值会因产品而异。

使用单螺杆挤出机进行质量控制和初步测试是明智的。然而，一旦你着手处理越来越多的产品细
节，就应该选择双螺杆挤出机。

5

预处理中差异
原料预处理是为了在启动挤出机时将其水分含量调节至所需的水
平。水分含量的逐渐降低会增加挤出机内的压力，从而为产品在
离开模具时膨胀创造必要条件。

在使用单螺杆挤出机时通常采用这种方法。然而，对于双螺杆挤
出机，它仅在工艺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使用。

Dieter Preim, Product Manager for Food Extrusion, Brabender® GmbH & Co. KG

在第一次测试完成之前，不应
修改螺杆结构。

微型螺杆与纸的对比

挤出机和驱动设备
对比：单螺杆挤出机与双螺杆挤出机

规矩方圆，品质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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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挤出机的特征在于其在直
接挤出过程中的流动性。其料
筒长度为20倍直径，套筒的整
个长度上刻有凹槽，

19/20试验挤出机

19/25挤出机的特征在于在挤出
机中增加了两个测量点。在原
料进料口附近，它还有一个额
外的开口，

试验挤出机19/25

独立式挤出机KE 19/25

Brabender KE19/25是实验室和技
术设备中一种功能强大的独立
式紧凑型挤出机。螺杆和工具
的多种选择使得这台机器成为
以下任务的理想解决方案：

•	开发新材料和新产品

•	 	在研发配方以及进出料检验
过程中验证加工特性

•	生产中的质量控制

•	 	生产高品质挤出产品粘度测
量

KE 19/25独立式挤出机 19/20试验挤出机 19/25试验挤出机

螺杆长度（L : D) 25 D 20 D 25 D

驱动功率 2.4千瓦 3.8千瓦 3.8千瓦

转速 2 - 250转/分 2 - 250转/分 2 - 250转/分

最大扭矩 100牛顿米 150牛顿米 150牛顿米

最高工作温度 450度 450度 450度

最大产量 1 - 10公斤/小时 1 - 10公斤/小时 1 - 10公斤/小时

尺寸（长	x	宽	x	高) 1005 x 440 x 1400毫米 575 x 460 x 230毫米 670 x 230 x 460毫米

重量 (带座)	约156公斤 约21.5公斤 约27公斤

立式强制进料 约10公斤 约10公斤 约10公斤

以提供良好的剪切率和最佳的
物料输送条件。套筒分两段区
域控温，通过电热方式加热，
空气冷却。

并且还允许使用液泵。这对于
面条和面团的生产和分析十分
有利。

挤出机和驱动设备
单螺杆挤出机



Do-Corder “Plus”作为单螺杆挤
出机19/20和19/25的试验驱动
设备。

这种组合允许现实模拟与生产
相关的所有挤压类型。

应用—试验挤出机

Do-Corder “Plus“驱动单元：	
试验驱动设备及其可能性

•	真正的多任务处理

•	测试程序和反应的实时传输

•	自身识别与验证

Do-Corder “Plus“

功率 3.8千瓦

转速
2 - 250转/分钟，
无级可调，数码显示

转速偏差 0.2 % ，数字式反馈控制

扭矩测量范围 0 - 150牛顿米

精确度 高于所选量程的± 0.5 %

转向 正向

温度控制 6区

电源 3 x 400伏; 50/60赫兹 + N + PE; 32 安

外形尺寸	
(长	x	宽	x	高)

1150 x 650 x 1300毫米

重量 约174公斤（带机架)

7

Do-Corder “Plus”驱动设备还可
以作为揉面钵P600的试验驱动
设备。

应用—揉面钵P600

揉面钵用于制作软面团和搅拌
的混合物。

Do-Corder “Plus“驱动设备

挤出机和驱动设备
试验驱动设备

规矩方圆，品质所依



同向旋转双螺杆挤出机TSE 
20/40，其挤出产量低至0.6-20
公斤/小时，专为研究和开发应
用而设计。

其结构是水平剖分式套筒，可
完全打开，以方便接触到里面
的螺杆组合。

双螺杆挤出机	TSE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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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bender实验室混炼双螺杆挤
出机KETSE 20 /40是一款优良的
实验室仪器。该工艺装置由一
个卧式筒组成，筒体长度为其
直径的40倍，可倾斜打开。这
允许对各个加工步骤进行可视
化评估。

此外，这使得螺杆很容易进行
拆卸，并且能够快速清洗筒
体。除了主进料口，长度为其
直径10倍、20倍和30倍的筒体
还配有重力进料口或排气口。
如果需要，对于长度为其直径
12倍和22倍的筒体，还可以安
装进料体积测量装置。

实验室混炼双螺杆挤出机KETSE 20/40

TSE 20/40 KETSE 20/40 

螺杆长度（L : D) 40 40

驱动功率 16千瓦

转速 +0.2 - 350转/分/+0.2 - 200转/分 1200转/分

最大扭矩 2 x 40牛顿米 2 x 40牛顿米

最高工作温度 400度 400度

最大产量 0.5 - 10公斤/小时 0.5 - 10公斤/小时

组合套筒/螺杆 否/是 否/是

螺杆旋转方向/特殊功能 同向旋转,套筒水平剖分 同向旋转,套筒水平剖分

外形尺寸（长	x	宽	x	高) 1350 x 730 x 1160毫米 1660 x 730 x 1230毫米

重量 约323公斤 约500公斤

挤出机和驱动设备
双螺杆挤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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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Station,	通用试验驱动设备

•	即插即用
•	测量精度高
•	可扩充
•	 	适用于双螺杆挤出机、单螺杆挤出机以及揉面钵

P600

Lab-Station / Lab-Station EC

驱动测力计
数控逆变器调速交流马达，	
可安装在可倾轴承上

功率 16千瓦/6.8千瓦

转速 +0.2 - 350转/分/+0.2 - 200转/分 

转速偏差 0.2 %，通过数字反馈控制

转动方向 正转或反转（按键开关切换)

扭矩量程
0 - 400牛顿米（Lab-Station) 
0 - 300牛顿米（Lab-Station EC)

扭矩偏差 +0.15 %

温度控制 在对接站（最多分8区)

电源
3 x 400伏; 50/60赫兹 + N + PE; 63安
3 x 400伏; 50/60赫兹 + N+ PE; 32安

外形尺寸	
(长	x	宽	x	高)

1200 x 700 x 1300毫米

重量 约340公斤

Lab-Station驱动设备

Brabender Lab-Station是几十年
来不断发展而得到的成果。它
是实验室和技术设施中与应用
相关测试或处理任务的基本单
元。

双螺杆挤出机可直接连接到
Lab-Station。

单螺杆挤出机、揉面钵P600可
通过一个通用对接站连接到驱
动设备。

挤出机和驱动设备
试验驱动设备

规矩方圆，品质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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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和模头

模头

通用模头
在挤出机上装配和更换模头十分方便快捷：它们通过环形螺母连接到套筒上。模头采用耐腐蚀钢制成，可拆
卸清洗。各种模头可供特殊机型使用。

圆形模头
此标准模头配有加热套筒。
它一般在模具直径为1至7毫米
的，旋入式模具中使用，可根
据产品需要使用。旋入式模具
允许从所列类别中生成产品。

圆形模头是唯一可以配备切割
器的模头。

平模头
平模头可生产如膨化面包，甜
食等产品以及间接膨化产品。

中空模头
中空模头可生产如通心粉之类
的成形产品。

面条模头
面条模头主要用于生产面条。

特点：模头可通过空气或水冷
却。

圆形模头模具

模具

面条模头模具

米模具 圆形模头镶件 面条模头模具 挤出产品



11

软件

应用
用户界面友好型windows软件允
许记录操作数据，并根据最新
标准对测量结果进行评估。在
线图表提供了测量数据和评估
结果的快速概览，即使测量已
在进行中。

软件

带程序模块，如

•	试验挤出机带有WinExt*	

•	行星搅拌机P600带有WinMix	

*从4.x版本开始，	WinExt需要通过以下操作系统之一运
行：Windows® 2000, XP, Vista或Windows® 7或8

该程序的功能包括：
•	实验条件记录

•	待研究材料的说明

•	控制和数据收集

•	实验数据表示和在线打印

•	所获得实验数据的图形表示

在MS Access数据库格式中保存
测量值，并且真正的32位软件
在易于使用的同时，还提供了
用户访问速度、数据安全性和
极大的灵活性。

系统参数设置屏幕

规矩方圆，品质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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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bender® GmbH & Co. KG
Kulturstr. 49-55 · 47055 Duisburg · Germany
Phone: +49 203 7788-0
food-sales@brabender.com
www.brabend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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