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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大米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降低碎米率精米加工方法，经过将糙米采用净化

水蒸气处理，再进行风机循环处理，冷藏库冷藏

相结合，使得在糙米表面形成韧性较高的皮层，

而且在糙米内部的物理结构性能不受到损坏，保

留了营养价值和清香味，确保在进入碾米机、抛

光机中后，爆腰率和米粒折断率大幅度的降低，

降低了精米加工的碎米率，提高了出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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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降低碎米率精米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采用砻谷机将稻谷进行脱壳处理，获得糙米；将糙米采用压力为1.2-1.8kg/m2的净

化水蒸气处理10-30s，再送入风速为20m3/h的风机中，循环处理3-5min；再置于温度为2-6

℃的冷藏库中冷藏处理1-3min，再置于碾米机中，将米碾白处理，获得白米粒；

(2)将白米粒置于抛光机中抛光、色选、包装，即可完成精米加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碎米率精米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2)中抛光

和色选处理的次数均为三次。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降低碎米率精米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2)，在每次

抛光前，白米粒先经过冷藏库冷藏处理。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碎米率精米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包装前，采用

分级筛对白米粒进行分级筛分处理，使得碎米粒被筛分出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碎米率精米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净化水蒸气处

理，时间为20s。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方法加工的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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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降低碎米率精米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大米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降低碎米率精米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米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食之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

者对大米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并且对大米质量的要求，不仅仅体现在品质、口感上，而

且在感官要求上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品质优良，外表珠圆玉润、晶莹剔透的大米更受消费者

的青睐；而优质大米的品质，不仅取决于水稻产地、品种，而后期的加工工艺将会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

[0003] 目前，大米在加工过程中，往往需要对大米进行精加工处理，而在精加工过程中，

由于加工机械与稻谷之间相互摩擦，使得大米的温度急剧升高，提高了大米米粒的温度，导

致大米米粒的内部物理性能发生改变，使得米粒变得酥软、易碎。为此，现有技术中，对于大

米精加工过程中，对大米进行降温辅助加工处理，例如专利号为200810047848.4的大米精

加工冷抛光工艺中介绍的机械喷风或者在抛光机前面增加一个运输带，实现输送降温的过

程，以及针对上述采用的两种降温辅助加工处理工艺不良好的问题，并提供的将机械通风

降温和低下米筒的降温方式相结合，使得将大米温度降温至27℃以下，实现冷风与大米充

分接触等等，其均是采用对大米精加工过程中，实现物理辅助降温过程，达到改善大米表面

温度，实现大米精加工过程中的碎米率降低的技术要求。不仅如此，现有技术中，有研究者

为了改善大米营养价值，提高大米的食用和保健作用，进而对大米精加工过程通过专用设

备与生产工艺的结合，实现对大米多次碾压、净化蒸气处理、达到改善大米内部结构，例如

专利号为CN92107126.4与专利号为CN90102651.4中公开的加工方法与设备。可见，现有技

术中，对于大米精加工过程中，处理工艺对大米感官品质的影响方面做出了研究，同时也有

研究者对加工工艺过程，对大米营养价值以及食用价值、保健作用等等作出了研究。可是，

对于大米精加工过程中，其处理的工艺流程依然不理想，而且对于大米精加工过程中物理

降温处理，其效果依然不理想，使得在大米精加工过程中，依然容易导致大米的碎米率较

高，导致大米出米系数较低。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降低碎米率精米加工

方法。

[0005] 具体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降低碎米率精米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采用砻谷机将稻谷进行脱壳处理，获得糙米；将糙米采用压力为1.2-1.8kg/m2

的净化水蒸气处理10-30s，再送入风速为20m3/h的风机中，循环处理3-5min；再置于温度为

2-6℃的冷藏库中冷藏处理1-3min，再置于碾米机中，将米碾白处理，获得白米粒；

[0008] (2)将白米粒置于抛光机中抛光、色选、包装，即可完成精米加工。经过将糙米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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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水蒸气处理，再进行风机循环处理，冷藏库冷藏相结合，使得在糙米表面形成韧性较高

的皮层，而且在糙米内部的物理结构性能不受到损坏，保留了营养价值和清香味，确保在进

入碾米机、抛光机中后，爆腰率和米粒折断率大幅度的降低，降低了精米加工的碎米率，提

高了出米系数。

[0009] 优选，所述的白米粒，是经过净化水蒸气处理，再经过2-6℃冷藏库冷藏处理1-

3min后，再将其置于抛光机中抛光处理。使得白米粒表面形成柔韧性能较高的表皮层，降低

了精米加工过程中爆腰率和米粒抛光过程的折断率，降低了碎米率，使得经过抛光加工的

米粒珠圆玉润、晶莹剔透，感官效果较佳。

[0010] 优选，所述的净化水蒸气处理，压力为1.2-1 .8kg/m2，处理时间为10-30s。有助于

白米粒不会被处理过透，保留了大米的营养价值和清香口感，提高了食用价值。

[0011] 优选，所述的净化水蒸气处理，在处理之后，经过采用风速为20-30m3/h的风机循

环处理3-5min后，再经过冷藏库冷藏处理。使得经过净化水蒸气处理的白米粒表面能够快

速的形成，避免长时间导致白米粒清香味、口感、营养等受到影响，使得在加工过程中，降低

碎米率的同时，确保了大米品质。

[0012] 优选，所述的步骤(2)为三次抛光和三次色选处理。有助于提高大米的感官效果。

[0013] 优选，所述的步骤(2)，在每次抛光前，先经过冷藏库冷藏处理。有助于降低碎米

率。

[0014] 优选，所述的冷藏库冷藏处理的温度为2-6℃，处理时间为1-3min。避免长时间冷

却导致米粒内部物理结构性能受到影响，保留了米粒的清香味，改善了口感。

[0015] 优选，所述的包装，在包装前，采用分级筛进行分级筛分处理，使得碎米粒被筛分

出来。有助于提高包装大米的感官效果。

[0016] 优选，所述的净化水蒸气处理，时间为20s。有助于改善米粒清香味以及营养成分

等的保留与碎米率之间的平衡，确保精米加工过程中的爆腰率和米粒折断率大幅度的降

低，提高了大米的品质。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方式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限定，但要求保护的

范围不仅局限于所作的描述。

[0018] 在某些实施例中，降低碎米率精米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采用砻谷机将稻谷进行脱壳处理，获得糙米；将糙米采用压力为1.2-1.8kg/m2

的净化水蒸气处理10-30s，再送入风速为20m3/h的风机中，循环处理3-5min；再置于温度为

2-6℃的冷藏库中冷藏处理1-3min，再置于碾米机中，将米碾白处理，获得白米粒；

[0020] (2)将白米粒置于抛光机中抛光、色选、包装，即可完成精米加工。使得对米粒加工

过程，在米粒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避免加工过程温度对米粒影响，使得加工的米颗粒整

齐、清洁、均匀，各项指标均能够满足GB1354-1986标准，甚至部分指标还优于标准。

[0021] 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的白米粒，是经过净化水蒸气处理，再经过2-6℃冷藏库冷

藏处理1-3min后，再将其置于抛光机中抛光处理。确保米粒在精加工过程容易在摩擦下导

致米粒生热的过程，均能够重新形成保护层，避免温度对米粒加工过程的脆化、软化现象，

降低了米粒折断率，降低了碎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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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的净化水蒸气处理，压力为1.2-1 .8kg/m2，处理时间为10-

30s。有助于白米粒不会被处理过透，保留了大米的营养价值和清香口感，提高了食用价值。

[0023] 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的净化水蒸气处理，在处理之后，经过采用风速为20-30m3/

h的风机循环处理3-5min后，再经过冷藏库冷藏处理。使得经过净化水蒸气处理的白米粒表

面能够快速的形成，避免长时间导致白米粒清香味、口感、营养等受到影响，使得在加工过

程中，降低碎米率的同时，确保了大米品质。

[0024] 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的步骤(2)为三次抛光和三次色选处理。有助于提高大米的

感官效果。

[0025] 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的步骤(2)，在每次抛光前，先经过冷藏库冷藏处理。有助于

降低碎米率。

[0026] 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的冷藏库冷藏处理的温度为2-6℃，处理时间为1-3min。避

免长时间冷却导致米粒内部物理结构性能受到影响，保留了米粒的清香味，改善了口感。

[0027] 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的包装，在包装前，采用分级筛进行分级筛分处理，使得碎

米粒被筛分出来。有助于提高包装大米的感官效果。

[0028] 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的净化水蒸气处理，时间为20s。

[0029] 本发明创造经过在糙米进入碾米机中碾白前，采用净化水蒸气、一定风速的风机

循环处理以及冷藏库冷藏处理相结合，使得糙米碾白、抛光过程中，米粒受到摩擦升温影响

较小，使得米粒内部物理结构性能变化不大，降低糙米碾白过程的爆腰率和米粒折断率，降

低碎米率，提高了出米系数(每百斤稻谷的出米斤数)，使得出米系数达到了67％。

[0030] 尤其是经过净化水蒸气处理，使得在米粒表面附着一层光洁的保护层，该保护层

不仅能够降低抛光次数，使得米粒感官效果较优，进而降低精米加工过程的摩擦次数，降低

对米粒的损坏，而且还能够形成保护层，达到延长大米贮存期。

[0031] 为了验证本发明创造的技术效果，本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将大米加工过程中的

精米加工方法进行了如下实际操作处理。

[0032] 将稻谷采用风选机进行筛选饱满稻谷粒，使得稻谷中残留的干瘪稻谷被去除掉，

将饱满稻谷去杂处理，排除稻谷中残留的杂草以及其他较大颗粒的杂质；采用除尘风机将

稻谷中的灰尘去掉；采用磁选机进行磁选除去铁屑等杂质；再按照传统工艺将稻谷中残留

的石粒去掉，获得干净、饱满的稻谷颗粒。

[0033] 实施例1

[0034] 称取上述获得的干净、饱满的稻谷颗粒100kg，将其置于砻谷机去壳处理，获得

82.35kg糙米；将糙米采用压力为1.2kg/m2的净化水蒸气处理10s，再送入风速为20m3/h的风

机中，循环处理3min；再置于温度为2℃的冷藏库中冷藏处理1min，再置于碾米机中，将米碾

白处理，获得68.13kg白米粒；将白米粒按照传统处理工艺方法，在抛光机中抛光、在色选机

中色选、包装，获得64.51kg精加工大米。

[0035] 实施例2

[0036] 称取上述获得的干净、饱满的稻谷颗粒100kg，将其置于砻谷机去壳处理，获得

81.68kg糙米；将糙米采用压力为1.8kg/m2的净化水蒸气处理30s，再送入风速为20m3/h的风

机中，循环处理5min；再置于温度为6℃的冷藏库中冷藏处理3min，再置于碾米机中，将米碾

白处理，获得67.99kg白米粒；将白米粒按照传统处理工艺方法，在抛光机中抛光、在色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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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色选、包装，获得64.37kg精加工大米。

[0037] 实施例3

[0038] 称取上述获得的干净、饱满的稻谷颗粒100kg，将其置于砻谷机去壳处理，获得

83.15kg糙米；将糙米采用压力为1.6kg/m2的净化水蒸气处理20s，再送入风速为20m3/h的风

机中，循环处理4min；再置于温度为5℃的冷藏库中冷藏处理2min，再置于碾米机中，将米碾

白处理，获得68.57kg白米粒；将白米粒按照传统处理工艺方法，在抛光机中抛光、在色选机

中色选、包装，获得65.46kg精加工大米。

[0039] 实施例4

[0040] 称取上述获得的干净、饱满的稻谷颗粒100kg，将其置于砻谷机去壳处理，获得

82.33kg糙米；将糙米采用压力为1.2kg/m2的净化水蒸气处理10s，再置于温度为2℃的冷藏

库中冷藏处理1min，再置于碾米机中，将米碾白处理，获得65.67kg白米粒；将白米粒按照传

统处理工艺方法，在抛光机中抛光、在色选机中色选、包装，获得63.15kg精加工大米。

[0041] 实施例5

[0042]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对于白米粒处理过程中，先按照对糙米处理方式处理之后，

再将其进行抛光机抛光、色选机色选，最终得到68.01kg精加工大米。

[0043] 实施例6

[0044] 在实施例3的基础上，对于白米粒处理过程中，先按照对糙米处理方式处理之后，

再将其进行抛光机抛光、色选机色选，最终得到68.32kg精加工大米。

[0045] 实施例7

[0046] 在实施例4的基础上，对于白米粒处理过程中，先按照对糙米处理方式处理之后，

再将其进行抛光机抛光、色选机色选，最终得到65.43kg精加工大米。

[0047] 实施例8

[0048] 在实施例5的基础上，白米粒是经过三次抛光和三次色选处理，最终获得67.82kg

精加工大米。

[0049] 实施例9

[0050] 在实施例5的基础上，白米粒是经过三次抛光和三次色选处理，并从第二次抛光开

始，在每次抛光前，先对白米粒按照温度为4℃的冷藏库中冷藏处理3min处理后，再进行抛

光处理，最终得到精加工大米67.87kg。

[0051] 经过将对实施例1-9加工大米过程中采用的稻谷重量、糙米重量、白米粒重量、精

加工大米重量进行统计，计算出米系数、一级碎米率、二级碎米率，其中，出米系数是指从稻

谷到获得白米粒的过程中，白米粒重量与稻谷重量的比值百分数；一级碎米率是指从糙米

到获得精加工大米的过程中，1与精加工大米与糙米重量的比值百分数的差值；二级碎米率

是指从白米粒到精加工大米过程中，精加工大米与白米粒重量变化差绝对值与白米粒的比

值百分数；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52]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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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由表1的数据显示可以看出，对于本发明创造在加工过程中，能够有助于改善大米

碎米率，提高出米系数，降低稻谷加工大米过程中的大米损失，提高经济效益。

[0055] 对于本实验统计过程中的误差主要在于一级碎米率，由于在一级碎米率计算过程

中，将糙米上存在的部分米糠包含在其中，导致一级碎米率较高，但能够明显看出，本发明

创造的处理，能够完全优化稻谷加工大米过程中碎米率，降低大米损失，提高经济效益。

[005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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