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巴代® II(Opadry®II)

产品信息

全水高效型薄膜包衣系统

包衣液配制方法
欧巴代® II，全水高效型薄膜包衣系统，配制简单而迅速。只须将欧巴代固体粉末加入到水中，用螺旋桨
式的搅拌桨搅拌 45 分钟即可*。
包衣液可以用水配制到 20% 的固含量。卡乐康公司的地区技术经理可以根据您包衣设备的具体条件和使
用的欧巴代配方，向您推荐理想的固含量。

材料

图1

•

欧巴代 II 薄膜包衣粉末。

•

水，建议使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环境温度（最高不
要超过 30°C）。

设备
•

可调速搅拌机，能够产生并维持适当的旋涡。

•

螺旋桨式搅拌桨，为获得理想的混合效果，搅拌桨的
直径应等于配液容器直径的 1/4 - 1/3。 （图1）

•

配液容器的体积应比所要配制的液体总量大15% - 25%。
液体高度应当等于或稍大于容器的直径。

* 混合过程
1. 称好所需量的欧巴代 II 固体粉末。
2. 在配液容器中加入所需量的溶剂。
3. 将搅拌桨放置在容器的中央，并尽量靠近容器的底部。搅拌溶剂使其形成一个旋涡，但要避免卷入过多
的空气。
4. 将欧巴代 II 粉末均匀地加入到旋涡中，同时避免有粉末飘浮在液体表面。必要时，可以提高转速以保持
适当的旋涡。
5. 待所有的欧巴代 II 粉末全部加入后，降低搅拌速度致使旋涡几乎消失，继续搅拌45分钟。

包衣液的处理
•

配制好的欧巴代 II 包衣液可以通过蠕动泵，直接从配液容器中泵出使用。

•

我们建议在整个包衣过程中，将欧巴代 II 包衣液始终维持一个轻微的搅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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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卡乐康所知所信，此处所包含的信息是真实和准确的。卡乐康在其所提供产品方面的任何建议或者意见都不做任何保证，不论是明示或暗示的。因为对这
些产品进行商业处理时所使用的方法、条件和设备可能会发生变化，并且在您可能披露的任何应用方面没有对产品是否合适做出任何保证。对于所造成的利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to the best of Colorcon, Inc.’s knowledge is true and accurate. Any recommendations or
润损失或者无意、特殊或者因果关系损失或者损害，卡乐康不承担任何责任。

suggestions of Colorcon, Inc. with regard to the products provided by Colorcon, Inc. are made without warranty, either implied or
在对其所提供产品在用于客户应用程序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或者机构所拥有的任何商标权、商标名、版权、专利或者其他权利方面，卡乐康没有进行任何
expressed, because of the variations in methods, conditions and equipment which may be used in commercially processing the
保证，不论是明示或暗示的。
products, and no such warranties are made for the suitability of the products for any applications that you may have disclosed.
Colorcon, Inc.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loss of profit or for incidental, special or consequential loss or damages.
Colorcon, Inc. makes no warranty, ei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that the use of the products provided by Colorcon, Inc., will
更多信息请与卡乐康中国联系，电话:+86-21-54422222·传真:+86-21-54422229
not infringe any trademark, trade name, copyright, patent or other rights held by any third person or entity when used in the
customer’s application.

© BPSI Holdings LLC, 2012.本文所包含信息归卡乐康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使用。
除了特别指出外，所有商标均属 BPSI 实公司所有

www.colorcon.com.cn · marketing_cn@color.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your Colorcon representative or call:

北美

North America
+1-215-699-7733
+1-215-699-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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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olorco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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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our website at®
www.color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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