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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_中國/台灣區負責人
黃子恩
+886-965458414
+86-13321841781
Jesse@jrtogether.com

高分子聚合物配方研發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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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18年中(前身是DSM Xplore)，為了解決在聚合物材料研發配方的
需求，Xplore 開發出微量雙螺桿混煉擠出機的設備，㇐直處於全球領先
的地位。

• 主機有兩種微量混煉擠出機 (5ml、15ml)的選擇，
可以搭配Xplore 專用的：
射出成型機
纖維紡絲機(2016推出多重絲模紡絲機)
拉膜機
(2017推出傳輸帶機)…等其他客制的專屬周邊設備。

• 每年近50台的系統在世界各地銷售，為研究人員、研究領先者們帶來更
快速更可靠、更省成本的生活！ (美國、日本在銷售排名占第1、2位)

關於XploreⓇ公司

www.xplore-toget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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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XploreⓇ公司

每年Xplore客戶都不停的㇐直在創新、革新！

生物醫學

功能性材料

臨床材料

製藥

聚合物複合配方

高分子聚合物材料



page 3 of 88

• 2017年3月1日成立捷叡科技應用有限公司
• JesseHuang 黃子恩 : 10年儀器業務經驗
• RandyLin 林家賦：4年儀器業務經驗

• 我們是㇐群走在時代的前端、了解現在客戶的想法、需求
願意去改變㇐切的現狀、創新想法與高效率的解決能力

• 與原廠的溝通 與 信任，是JR公司㇐直為引以為傲。文化、環境背景的不
同，但能與不同國家的人產生互動，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 誠信、服務，是JRⓇ的信念！

關於JRⓇ公司

www.jrtoget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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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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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新材料約2周的時間
• 20公斤以上的材料成本
• 10~15個配方
• 需要昂貴的設備及較大的空間

場地

註：此數據來自DSM公司經驗

大型單桿連續式混煉機台

研發中的聚合物配方：
快速、效率、性價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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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個配方 / 天
• 開發新材料約1天的時間
• 200公克以下的材料成本
• 只需實驗桌即可測試

微量型雙螺桿混煉擠出機台

研發中的聚合物配方：
快速、效率、性價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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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時間 + 未知成本
vs

效率 + 經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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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商品快速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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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毫升容量

微量型雙螺桿混煉擠出主機

5毫升容量 藥用級(GMP)
5毫升/2毫升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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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毫升容量
注塑/射出成型機

5.5 毫升容量
注塑/射出成型機

微量型注塑/射出成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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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延伸/傳輸帶系統

65mm專用膜口模具(加熱)

0.1mm ~ 0.4mm (客製需求)

35mm薄膜延伸機

65mm(或Pro版)薄膜延伸機
傳輸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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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絲機系統

捲繞系統 Winding Unit
節調系統 Condition Unit

Lignin Fiber Line 系統

Multi filament die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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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控制元件 (靜態混煉)

Xplore 做到客制化周邊需求

微量發泡系統(Proto-Type) PP塑料通過液體注射
ISO Butane 或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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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商品細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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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MC 15 or MC 5
主機系統(可單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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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毫升容量

微量型雙螺桿混煉擠出主機

5毫升容量

• 混合效果好(顆粒分散均勻)

• 非常強大和可重複的儀器

(可當微量產生設備)

• Vari-Batch®（全球專利)：

可變換混煉腔體容積

• 流變學軟體

• Scale-Up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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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公分

15毫升混煉腔體 及 雙螺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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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沒有 ⾧/徑 比？
• 混煉腔體硬度：HRc 64

• 雙螺桿硬度：HRc 56

• 耐化學腐蝕（pH：0〜14 )

• 可達450℃ 穩定高溫

• 升溫可達梯度（6個加熱區

• 快速加熱和冷卻

• 完全相互嚙合的螺桿，不需要

優化螺桿設計L/D的增加或改進

；混合時可以通過滯流循環的

時間來模擬L/D(⾧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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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沒有 ⾧/徑 比？
• 混煉腔體硬度：HRc 64

• 雙螺桿硬度：HRc 56

• 耐化學腐蝕（pH：0〜14 )

• 可達450℃ 穩定高溫

• 升溫可達梯度（6個加熱區

• 快速加熱和冷卻

• 完全相互嚙合的螺桿，不需要

優化螺桿設計L/D的增加或改進

；混合時可以通過滯流循環的

時間來模擬L/D(⾧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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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加熱區/1個熔點溫度監測

• 熔點監控裝制

• 滯流混煉時，可利用軟

體設定是否已到熔點溫

度，並達到完美混煉的

狀態

• 6個加熱溫度區，讓樣

品由上、中、下均可以

充分達到加工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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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添加方式

標配_側邊進樣(推擠) 加購_上方進樣(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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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Vari-Batch_3ml/7ml/15ml

15毫升容量

7毫升容量

3毫升容量

匣道切換容量

15毫升容量7毫升容量

3毫升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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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IM 12 or IM 5.5
周邊系統…極少單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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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毫升容量
注塑/射出成型機

5.5 毫升容量
注塑/射出成型機

微量型注塑/射出成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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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機接料，再做注塑成型

接料手把
先在主機端接料

接料手把
放在注塑機上用模具做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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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觸控面板控制溫度/壓力

容易上手的操作面板 設定模具 與 接料手把
溫度

設定注塑/射出成型時
的進料壓力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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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設備與Xplore成型差異

常規的設備
射出成型方式

Xplore的設備
射出成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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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標準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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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標準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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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M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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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其他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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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制化經驗

• 3D 小杯樣品

• 使用氣壓式噴射成型

• 更複雜的模具設計

• 棒形定位還可保護模具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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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制化經驗

• 客戶定制需求模具

• 用於藥丸形狀



page 35 of 88

客制化經驗

• 客戶定制需求模具

• PTFE鍍層的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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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制化經驗

• 客戶定制鏡面

• 成型後鏡面表面達N1等級
3 mm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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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CFL 35mm/65mm/50mm(GMP)
周邊系統…(需要模具頭)很少單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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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延伸/傳輸帶系統

65mm專用膜口模具(加熱)

0.1mm ~ 0.4mm膜厚 (或客製需求)

35mm薄膜延伸機

65mm(或Pro版)薄膜延伸機
傳輸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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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mm(或Pro級)含止滑套筒
薄膜延伸機

65mm(或Pro級) 標準版
薄膜延伸機

35mm 膜口模具(無加熱)

65mm 膜口膜具(有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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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yor Belt (CB) Pro Conveyor Belt (CB)

CB Pro：

- PTFE材質傳輸帶，

- 皮帶寬度和可用⾧度：6 x 70 cm

- 皮帶速度的數字索引讀數

- 速度範圍：10 – 250 cm/min

或 20 – 500 cm/min

CB：

- 編織彈性帶

- 皮帶寬度可用⾧：寬 = 6 x 95 cm

- 皮帶速度的模擬控制

- 速度範圍：30-475 c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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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yor Belt (CB) Pro

優點：

• 大型操作窗口，容易操作

• 可控制傳輸速率

• 耐溫聚四氟㇠烯(PTFE)帶

• 皮帶易於更換 或 改質

• 用於分析或造粒過程使用

• 可以改裝成現有的擠出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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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FL、LFL、MFL
周邊系統(可結合他牌機台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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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絲機系統

捲繞系統 Winding Unit
節調系統 Condition Unit

Lignin Fiber Line 系統

Multi filament die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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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絲機系統
捲繞單元 (Winding Unit)

• 捲繞速度：200 m/min

• 最大扭力矩：250 Nmm

• 線與線捲繞間距：0.1 - 4 mm

• 捲繞的總寬度：10 -160 mm

• 空氣冷卻導管、陶瓷混合軸承

調節單元 (Condition Unit)

• Hot Shoe(熱靴)：300mm⾧

• 可溫控至300℃

• 可選配加裝Hot Pin(熱棍)：~250℃

• 捲繞速度：0.5 ~ 90 m/min

• Stretch Factor：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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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 Unit

Touch Screen ControllerSupply/Take-up Roll Supply/Take-up Roll

Godet Roll Godet Roll

Traverse Guide Traverse GuideHot ShoeHot Pin (optional)

Tension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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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Shoe & Hot Pin

Hot Shoe(標配)

L 300 mm 300℃

Hot Pin(選配)

Ø 75 mm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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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nin Fiber Line (木質樹)系統

• 捲繞線與線的間距：0.1 - 4 mm

• 捲繞總寬度：150 mm

• 捲繞速度：90 m / min

• 最大扭力矩：500 Nmm

• 最大烘箱溫度：300℃ (每1 ºC/min最調控)

• 最大 加熱斜坡：

0 - 150ºC，10ºC/ min

150 - 300ºC，5ºC/ min

• 纖維拉伸力：10 mN - 1 N

• 氮氣吹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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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nin Fiber Line (木質樹)系統

纖維應力延伸下
最小可位移1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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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 filament die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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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PME
主機系統(符合GMP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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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生物醫學研發微量擠出機

• Xplore㇐直在尋找新的改進並超越我們客戶的期望

• 各種製藥公司用Xplore®微處理儀器開發新的藥物配方

• Xplore 製藥/生物醫學研發微量擠出機專用於製藥和生物醫學研發

應用(HME、modified release、 taste masking) 

• 容易清潔，不會有交叉污染

• 容易填充樣品(樣品型態：較粘稠樣、蓬鬆或靜態粉末混合物皆可)

• 小樣品體積（5、2ml )，

• 高扭矩用於 “Low T mixing”，讓藥物降解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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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novation

製藥/生物醫學研發微量擠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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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novation

製藥/生物醫學研發微量擠出機

• 可自由拆卸混煉腔體：方便快速更換乾淨的混煉腔體，並進行下㇐個新的試劑的研發

• 小體積容量(帶有循環通道)，有 5毫升/2毫升 兩種版本，可以節省研發成本！

• 高扭力矩 (>15Nm)， Low T m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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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生物醫學研發微量擠出機

innovation

水冷式的上方進料裝置 加⾧型的雙螺桿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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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生物醫學研發微量擠出機

5毫升循環
混煉腔體

5毫升(無)循環
混煉腔體

2毫升循環
混煉腔體

5毫升用上方
進料雙螺桿 2毫升用上方

進料雙螺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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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符合GMP規範的設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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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GMP規範

innovation

innovation

5毫升/2毫升容量
PME

5.5 毫升容量
注塑/射出成型機

捲繞系統 Winding Unit
節調系統 Condition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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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GMP規範

傳輸帶機

50mm薄膜延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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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的雙螺桿混煉能力？
分散？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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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的分散 ： 壞的分佈 壞的分散 ： 好的分佈

好的分散 ： 好的分佈好的分散 ： 壞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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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從螺桿俯視角度幾何圖

Overflight (剪切)

較弱的剪切及拉伸

(剪切, 拉伸)

Apex region

(剪切, 拉伸)

螺桿螺紋通道

(剪切, 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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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向螺桿運作 (co-rotation)

拉伸、延⾧

折疊
拉伸、延⾧

折疊
拉伸、延⾧

折疊

• 材料和顆粒 在1rpm 剪切力超過近 2倍的 混煉腔和螺桿 運作之間的距離量

• 剪切 → 伸⾧分佈 → 分散 → 折疊 → 剪切 → 伸⾧分佈 → 分散 → 折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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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拉伸、延⾧

• 此螺桿運作 <25%的剪切力

• 高分子材料 對於 “剪切力”敏感的材料 適用

例：PVC、MWCNT(多壁式納米碳管)

只有拉伸、延⾧ 只有拉伸、延⾧

異向螺桿運作 (cunter-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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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

(b)

(c)

(d)

(e)

(f)

80/20 

50/50

50/50 

80/20 

20/80 

20/80 

順/異螺桿運作差異：ABS+PA

順向
Co-rotaion

異向
Counter-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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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l compression supports mixing

a

a

b

a的表面積 被延伸/折疊到 變成b時 表面積又被改變掉

a的表面積 被延伸時，又變回了a的表面積

如果做麵條般，拉伸/剪切/折疊/剪切/拉伸/折疊/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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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h

Shear rate
(剪切速率)

流速差

兩液面高度

Rotational flow = Shear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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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sufficient shear to make the next division 

Shear rate(剪切速率)
Division Rate  End Number #Pieces 

1st          60                2 

2nd        240               4

3rd      960                8

4th             3840               8

5th             15360             8

6th             61440             8 

General limitation of shear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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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LOBAL POOL CAPTURE 

(顆粒是自己分散的) 

MELT DIVISION 
(顆粒是被分配的) 

較寬的盤=增加的拉伸加速度/分散混合
較窄的盤=依熔體分配/分配混合

Extensional flow (延伸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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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novation

Assuming constant controlling modulus

Lobal acceleration model (extensional mixing)

Extensional flow (延伸流動)

在加速延伸時產生了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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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
n

innovatio
nTransducer

可調整的螺絲間隙
(可做歸零/校正)

錐形螺桿

循環(滯流)通道

材料擠出口

閥門開關
滯流 / 出口

力量傳感器

混煉腔體

平均剪切速率
Shear rate

垂直向下的力量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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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novation

• ALLINCO® CBC chain extender, developed for PET and PA

longer chains, better mechanical properties 

• Innovative project, led by Dr. Boudewijn Scholtens, of DSM 

Innovation Center

• Proper development needed hundreds of different trials

• Trials with 30 mm twin screw extruder and measurement of

viscosity in solution (relative viscosity, RV=相對粘度)

: too slow & expensive

Xplore 經驗談：Chain ext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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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novation

• 本身MC 15 就有垂直力的監測，它竟然可以當作熔點粘度值
使用。它工作的非常好、穩定、快速！

• 後來我們發現了VF(垂直向下力) 與 RV(相對粘度) 有著線性關
係，而我們可以不再使用 RV的值

• 這也導致我們在更短的時間內，即可獲得”即時”的結果。

(Reactive) Extrusion of PET at 280°C 
 in the 15 ml Xplore extru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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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 PET

Xplore 經驗談：Chain ext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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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Relative Viscosity versus Vertical Force 
(various PET grades, 28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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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經驗談：VF關係著 RF和熔點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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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novation

• Xplore ㇐直以在來尋找新的改進，來”超越”客戶的期望

與MC 5的發明人之㇐，現在是擠壓技術的世界專家

Prof. H. Meijer (Eindhoven University) 

1. Xplore開發了熔體中螺桿扭矩和垂直力的熔體粘度的關係，

以及適用於所有擠出機的平均剪切速率和剪切應力，新的專

有流變學軟件包是基於這些數據，已經可以被使用！

2. Xplore開發了㇐種專有的，實用的和簡單的程序，可靠地升

級到更大的平行雙螺桿擠出機。這個專有的程序將將專門為

Xplore客戶提供！

innovation

Xplore 開發出新流變軟體/放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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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技術，與教授密切合作開發

Prof. Dr.Han Meijer,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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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流變軟體的介面 (需另外購買)

• 熔體中的扭力矩(N)

• 熔融粘度 (kPa.s)

• 剪切速率 (/s)

• 剪切應力 (kN/m2)

• 混煉腔體溫度

• 轉速(RPM)

• 熔點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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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流變軟體的數據介面(可轉成CSV/txt檔)

• 熔體中的扭力矩(N)

• 熔融粘度 (kPa.s)

• 剪切速率 (/s)

• 剪切應力 (kN/m2)

• 混煉腔體溫度

• 轉速(RPM)

• 熔點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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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的應用成果！



page 79 of 88

PET (重量20%) 混 BaTiO3 (重量80%)

預烘乾PET/BiTiO3 設定加工溫度 測試擠出材料 直接注塑/射出成型

SEM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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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2 (重量20%) 鐵粉(重量80%)

PA12材料

測試擠出材料+切粒

使用CFL製成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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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lon 6 (重量65%) CNT(重量35%)

CNT(納米碳管)材料 Nylon 6材料 使用FL製成細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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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材料不經過循環滯流，直接出料

溫度設定條件 PLA材料(改良) 直接擠出條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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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K材料經過循環滯流 與 注塑成型

加工溫度條件 側邊進料樣品 透過注塑成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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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物熱穩定性的測定
• 化學流變學
• 添加劑/填料分散體 納米顆粒
• 聚合物流變學（完美流變儀）
• 聚合物共混物
• 聚合物降解（停留時間研究）
• 反應混合（擠出）
• 活性藥物成分/聚合物
• 小規模複合
• 樣品準備進行測試
• 實驗室/先導式反應堆（樣品量有限）
• 競爭產品評估
• 樣品製備與微型注塑機結合使用

Xplore商品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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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商品的特性
• 多功能性（可用於任何應用）
• 堅固的設計（耐腐蝕和耐磨損）
• 小規模
• 可擴展到常規機器
• 儀表化（“粘度”實時測量
• 適合數據採集
• 批處理允許在多組分系統中準確組合
• 測試樣品容易模製，沒有額外的熱歷史
• 粘度和溫度幾乎沒有上限和下限
• 易於清潔
• 傻瓜式操作、人性化設計
• 惰性氣氛
• 流體密封（桶的垂直定位）
• 助劑（連續進料/膜，纖維線和注射器）
• 適合容易地進入通風櫥
• 用戶友好實驗室環境：噪聲不超過75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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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安全性的操作，無工安問題

• 只需實驗桌空間，即可專注在研發材料

• 非常優異的分散性新材料

• 再現性非常高，可當微型量產設備

• Xplore的 Scale-Up協議支持

• 硬體具有高品質，耐磨/耐腐 維修成本低

• 快速測試、高效率找配方

• 全球知名塑材料企業/高級學術單位認可使用

• 具有專利保護

Xplore商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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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與JR公司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