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Nordson 依迪埃技术中心开展产品开发和工艺试验， 
以节省高昂的原材料成本并减少生产力损失

如今，外部试验设施越来越稀缺，而 Nordson 仍为
产品开发和测试运行提供设备齐全的工艺实验室。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奇珀瓦福尔斯的依迪埃技术中
心，加工厂商可以在最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测试新技
术，以确保任何新的研发成果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可用的 Nordson 依迪埃技术

  六条挤出机试产线和流延膜/片板材生产线 
提供涵盖从单层挤出、共挤到最多包含 1,280 层的倍
增结构的大量工具选项。能够生产的产品涵盖从薄膜到 
100 mil 片板材，实践证明，这些生产线功能多样，经济
性好。

  流液涂布生产线 
此生产线可用于测试替代性液体配方、涂层/基底组合和
其他参数，而无需占用生产设备。压延加工业的从业者
可以在对商业规模的系统进行投资之前考察狭缝式模头
涂布的优势。

 �材料特性测定 
我们的流变学实验室可用于测定您的树脂的黏度特征，
以便设计 Nordson 制造的聚合物加工设备的内部流体通
道。购买新模头系统时附带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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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挤出机试产线

  单层、共挤和多层薄膜或片板材

  可生产 1 mil (.001”) 到 100 mil (.100”) 厚的薄膜或片板材

  高达 1,280 层的料层倍增功能

  大约 762 mm (30”) 的流延产品宽度

  38.1 mm (1.50”) 24:1（长径比）风冷式挤出机

  25.4 mm (1.00”) 24:1（长径比）风冷式挤出机

  25.4 mm (1.00”) 24:1（长径比）风冷式挤出机

  44.45 mm (1.75”) 30:1（长径比）风冷式挤出机

  44.45 mm (1.75”) 30:1（长径比）风冷式挤出机

  44.45 mm (1.75”) 30:1（长径比）风冷式挤出机

  914.4 mm (36”) 宽 XP Express 三辊机架

  EPIC 控制系统

 �悬臂转台卷绕机

  重力送料器总成

 �空气离子发生器

六条挤出机流延膜/片板材生产线设备

  812.8 mm (32”) Ultraflex™ 手动单流道模头（含共挤入口）

  3 层 Ultraflow™ I 型喂料块

  5 层 Ultraflow™ IV 喂料块

  7 层 Ultraflow™ I 型喂料块

  9 层 Ultraflow™ I 型喂料块

  (2) 个料层倍增装置，含最多 (4) 个叠加匣盒

  带有切边工站

 �带有静电吸附和气刀切片装置

  树脂干燥可用

  Mark 3 水分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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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延膜/片板材生产线

  单层、共挤和多层薄膜或片板材

  可生产 0.5 mil (.0005”) 到 15 mil (.015”) 厚的薄膜或
片板材

 �高达 1,280 层的料层倍增功能

  大约 152.4 mm (6”) 的流延产品宽度

流延膜/片板材生产线设备

  25.4 mm (1.00”) 24:1（长径比）风冷式挤出机

  25.4 mm (1.00”) 24:1（长径比）风冷式挤出机

  19.05 mm (0.75”) 24:1（长径比）风冷式挤出机

  254 mm (10”) 三辊机架

  (1) TCU 换热器

  203.2 mm (8”) Ultraflex™ 手动单流道模头

  3 层 Ultraflow™ I 型喂料块

  5 层 Ultraflow™ I 型喂料块

  (2) 个料层倍增装置，含最多 (4) 个叠加匣盒

 �空气离子发生器

  带有切边工站

  带有静电吸附和气刀切片装置

  树脂干燥可用

  Mark 3 水分分析仪

流液涂布生产线

  典型的湿法涂层的厚度范围为 1 微米到 125 微米， 
具体取决于涂布液的流变性

流液涂布生产线设备

 �工作宽度：500 mm (19.69”)

  辊宽：600 mm (23.62”)

  生产线速度：1-60 m/min (1-200 ft/min)

  幅面张力：25-150N

  干燥器长度：3m (120”)

  最高干燥温度：235°C (455°F)

  紫外线固化系统

  液体输送和过滤系统

 置于干净、温度受控的房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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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分析功能：双毛细管流变仪

  双孔功能注重白哥利修正以及其他流变测试方法的应用，可高效测试流
变性

  我们具备测试拉伸黏度的能力，因而能够解释材料流动特性独一无二而
剪切黏度相似的原因

  我们能够更好地解释某些应用下发生壁面滑移的原因。以 PVC 为例， 
其中可能包含多种塑化剂、油、润滑剂和其他添加剂，这些可能会影响
流动分布和背压

 �引入高级分析软件，可以详细审查流变数据，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并可应用常见的修正法和拟合方程

  每次应用时，我们都会测试材料并使用流变数据确保正确的机械设计

照片由 Instron 友情提供

薄膜分析设备

  使用 Leica 超薄切片机准备进行截面分析的薄膜和片板材（样本 ≥ 10 mil）

  放大倍数为 576 倍的 Ram 光学显微镜

  能够拍摄截面照片

  能够测量层厚度（根据结构而定）

 �精确到 0.1 mg 的 Sartorius 天平用于确定薄膜密度和涂层重量

  Olympus MagnaMike 8500 用于测量厚度

Olympus MagnaMike 8500

超薄切片机样本

水分分析仪和树脂干燥器

Mark 3 水分分析仪

  通过确定干燥过程中的脱水量，测量样本中的水分含量

  采用红外线夸脱管加热样本

  使用电子秤监测干燥阶段之前和期间的重量

树脂干燥器

  Conair W100 Carousel Plus 干燥机

 �干燥温度：66°-191°C (150°-375°F)

 �容量：大约 226.8 kg (500 lbs)

  Conair MDCW050 Carousel Plus 干燥机

  干燥温度：66°-191°C (150°-375°F)

  容量：大约 113.5 kg (250 lbs)

Mark 3 水分分析仪

树脂干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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