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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

合防腐剂，由紫丹参提取液、乌梅提取液、桂皮提

取液制得，使得该天然复合防腐剂的抗菌抑菌效

果好，达到的防腐效果好,而且该天然复合防腐

剂采用的原料均来自天然植物，这些由天然植物

制作的防腐剂的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很小，甚至没

有毒害作用；用于研磨原料粉末的粉磨装置，完

成了对需要磨粉的物品自动切割及磨粉的过程，

结构简单，易于操作；通过将筛板安装在该装置

内部，提高了工作效率；该装置通过在粉磨箱体

设有更换通道，使得便于安装、更换筛板以及新

的动磨盘、定磨盘；通过在动磨盘上安装有第一

研磨刃，在定磨盘上安装有第二研磨刃，碾磨效

率高，碾磨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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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计，由紫丹参提取液

3-5份、乌梅提取液2-6份、桂皮提取液1-4份，通过混合均匀后进行减压浓缩、干燥，得到复

配提取物，将该提取物碾压、粉碎后，即得到该天然复合防腐剂；

该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由以下步骤制得：

步骤一：紫丹参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的紫丹参，干燥，得干燥的紫丹参，将干燥的

紫丹参通过进料斗放入粉磨装置中，经过导流，干燥的紫丹参在第一切割刀和第二切割刀

的咬合处，经过切割，得到紫丹参颗粒，紫丹参颗粒经过导流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间，在

动磨盘与定磨盘联合作用下碾磨为紫丹参粉末，紫丹参粉末经过筛板进行筛选，从排料口

排出，得到合格的紫丹参粉末，将合格的紫丹参粉末在常温下用乙醇溶液浸渍、提取2-4次，

每次提取时间为3-5h，将每次提取完毕后的提取液，经过滤纸过滤后收集合并，将提取液置

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提取液浓缩，得到紫丹参提取液；

步骤二：乌梅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乌梅，去核，置于打浆机中，在4000-6000r/min

的转速下进行打浆处理8-12分钟，加入其重量10-30倍的蒸馏水，得乌梅浆，将乌梅浆置于

微波炉中，在温度为50-70℃、微波功率为600-800W的条件下微波处理10-30min后，将乌梅

浆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乌梅浆浓缩，得到乌梅提取液；

步骤三：桂皮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的桂皮，干燥，得干燥的桂皮，将干燥的桂皮通

过进料斗放入粉磨装置中，经过导流，干燥的桂皮在第一切割刀和第二切割刀的咬合处，经

过切割，得到桂皮颗粒，桂皮颗粒经过导流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间，在动磨盘与定磨盘联

合作用下碾磨为桂皮粉末，桂皮粉末经过筛板进行筛选，从排料口排出，得到合格的桂皮粉

末，将合格的桂皮粉粉末在常温下用乙醇溶液浸泡10-20d，经过滤纸过滤后，将滤液置于旋

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滤液浓缩，得到桂皮提取液；

步骤四：将所得紫丹参提取液、乌梅提取液、桂皮提取液按重量份混合均匀后进行减压

浓缩、干燥，得到复配提取物，将该提取物碾压、粉碎后，即得到天然复合防腐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一、步骤三中的干燥温度为60-80℃，干燥时间为5-8h。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一中筛选紫丹参粉末所用筛板的孔径为35-45目，所述步骤三中筛选桂皮粉末所用筛板的

孔径为55-65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紫丹

参提取液的浓度45-55mg/mL，所述乌梅提取液的浓度为60-70mg/mL，所述桂皮提取液的浓

度为75-85mg/mL。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一中所用的乙醇溶液的体积浓度为55-65％，所述步骤三中所用的乙醇溶液的体积浓度75-

8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一中乙醇溶液的加入量为紫丹参粉末重量的6-8倍，所述步骤三中乙醇溶液的加入量为桂

皮粉末重量的5-9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一中的粉磨装置的制备紫丹参粉末工作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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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孔径为45目的筛板，将定磨盘以及安装箱通过螺栓安装在筛板上，将筛板从更换

通道安装到粉磨箱体内部，启动第一电机，第一电机转动带动第一皮带轮转动，通过皮带带

动了第一齿轮转动，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啮合，通过第一转动轴、第二转动轴带动了第一辊

筒、第二辊筒转动；

将干燥的紫丹参通过进料斗送入粉磨箱体内部，紫丹参经过第一挡板、第二挡板的导

流，落至第一辊筒上的第一切割刀和第二辊筒上的第二切割刀的咬合处，紫丹参经过切割，

得到紫丹参颗粒，紫丹参颗粒经过导流板导流，从内进料管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间，启动

第二电机，第二电机带动动磨盘转动，动磨盘与定磨盘联合作用下将紫丹参颗粒碾磨为紫

丹参粉末，启动升降气缸，推动第二电机以及第二电机连接的动磨盘上升，将所有落至定磨

盘和动磨盘之间紫丹参颗粒碾磨为紫丹参粉末，经过动磨盘的离心作用，紫丹参粉末从动

磨盘、圆柱通道之间形成的粉末排出区域排出，落至筛板上，通过第二电机转动的同时发出

振动，带动了筛板振动，加快了筛板的筛选，使得直径小于0.355mm的粉末通过筛板中的筛

孔，落至出料通道，从排料口排出，得到合格的紫丹参粉末，直径大于0.355mm的截留在筛板

上，收集，从更换通道取出，通过进料斗继续二次碾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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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防腐剂制造工艺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

剂。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料行业发展迅速，而饮料的储藏饮料行业发展是一

个重要问题，目前，国内外常用的饮料保鲜方法是添加苯甲酸钠等化学合成食品防腐剂，但

这些化学合成防腐剂的使用对人体存在一定的毒副作用，因此，开发天然高效、安全无毒的

食品防腐剂成为食品科学的重要课题，而天然植物中存在许多抑菌、抗氧化活性物质，为天

然食品防腐剂开发和应用提供丰富的资源。

[0003] 用来粉碎、研磨植物原料，提取其中活性物质的装置就显得尤为重要，申请号

201720172761.4为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小型药材磨粉机，包括入料斗、切碎腔室、磨粉腔室，

该小型药材磨粉机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提高出粉质量；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该磨

粉机结构复杂，自动化程度低，难以操作；(2)该磨粉机对需要磨粉的物品经过磨粉后，需要

使用专门的筛选装置对其筛选，从磨粉到筛选过程中的浪费大量时间，筛选装置占用大量

空间；(3)动磨盘、定磨盘使用一定时间后，会有一定的磨损，需要进行更换磨盘，但是该磨

粉机更换新的动磨盘、定磨盘很困难；(4)该磨粉机使用的磨盘进行碾磨的效率低，碾磨效

果差。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

合防腐剂：(1)通过采用具有抗菌抑菌效果的紫丹参提取液、乌梅提取液、桂皮提取液制成

的防腐剂,使得该天然复合防腐剂的抗菌抑菌效果好，达到的防腐效果好,而且该天然复合

防腐剂采用的原料均来自天然植物，这些由天然植物制作的防腐剂的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很

小，甚至没有毒害作用，解决了现有的化学合成防腐剂对人体存在一定的毒副得问题；(2)

通过第一电机转动带动第一皮带轮转动，通过皮带带动了第一齿轮转动，第一齿轮与第二

齿轮啮合，通过第一转动轴、第二转动轴带动了第一辊筒、第二辊筒转动，需要磨粉的物品

在第一辊筒上的第一切割刀和第二辊筒上的第二切割刀的咬合处，经过切割，变成颗粒物，

颗粒物在定磨盘和动磨盘之间，通过第二电机转动带动动磨盘高速旋转，通过升降气缸推

动动磨盘上升，在动磨盘与定磨盘联合作用下将颗粒物碾磨为粉末；解决了现有的磨粉机

结构复杂，自动化程度低，难以操作的问题；(3)通过将筛板安装在该装置内部，通过将安装

箱安装在筛板上，安装箱内部的第二电机转动的同时发出振动，带动了筛板振动，解决了现

有的磨粉机对需要磨粉的物品经过磨粉后，需要使用专门的筛选装置对其筛选，从磨粉到

筛选过程中的浪费大量时间，筛选装置占用大量空间的问题；(4)通过在粉磨箱体设有更换

通道，通过将筛板插入粉磨箱体一侧内壁的卡槽中，可以便捷的更换筛板，通过将定磨盘螺

纹连接在内进料管底部，动磨盘螺纹套接在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上，解决了现有的磨粉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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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新的动磨盘、定磨盘很困难的问题；(5)通过在动磨盘上安装有若干圆环状的第一研磨

刃，在定磨盘上安装有若干S型的第二研磨刃，解决了现有的磨粉机使用的磨盘进行碾磨的

效率低，碾磨效果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按照重量份计，由紫丹参提取液3-5份、乌

梅提取液2-6份、桂皮提取液1-4份，通过混合均匀后进行减压浓缩、干燥，得到复配提取物，

将该提取物碾压、粉碎后，即得到该天然复合防腐剂该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由

以下步骤制得：

[0007] 步骤一：紫丹参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的紫丹参，干燥，得干燥的紫丹参，将干

燥的紫丹参通过进料斗放入粉磨装置中，经过导流，干燥的紫丹参在第一切割刀和第二切

割刀的咬合处，经过切割，得到紫丹参颗粒，紫丹参颗粒经过导流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

间，在动磨盘与定磨盘联合作用下碾磨为紫丹参粉末，紫丹参粉末经过筛板进行筛选，从排

料口排出，得到合格的紫丹参粉末，将合格的紫丹参粉末在常温下用乙醇溶液浸渍、提取2-

4次，每次提取时间为3-5h，将每次提取完毕后的提取液，经过滤纸过滤后收集合并，将提取

液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提取液浓缩，得到紫丹参提取液；

[0008] 步骤二：乌梅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乌梅，去核，置于打浆机中，在4000-

6000r/min的转速下进行打浆处理8-12分钟，加入其重量10-30倍的蒸馏水，得乌梅浆，将乌

梅浆置于微波炉中，在温度为50-70℃、微波功率为600-800W的条件下微波处理10-30min

后，将乌梅浆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乌梅浆浓缩，得到乌梅提取

液；

[0009] 步骤三：桂皮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的桂皮，干燥，得干燥的桂皮，将干燥的桂

皮通过进料斗放入粉磨装置中，经过导流，干燥的桂皮在第一切割刀和第二切割刀的咬合

处，经过切割，得到桂皮颗粒，桂皮颗粒经过导流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间，在动磨盘与定

磨盘联合作用下碾磨为桂皮粉末，桂皮粉末经过筛板进行筛选，从排料口排出，得到合格的

桂皮粉末，将合格的桂皮粉粉末在常温下用乙醇溶液浸泡10-20d，经过滤纸过滤后，将滤液

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滤液浓缩，得到桂皮提取液；

[0010] 步骤四：将所得紫丹参提取液、乌梅提取液、桂皮提取液按重量份混合均匀后进行

减压浓缩、干燥，得到复配提取物，将该提取物碾压、粉碎后，即得到天然复合防腐剂。

[0011]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一、步骤三中的干燥温度为60-80℃，干燥时

间为5-8h。

[001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一中筛选紫丹参粉末所用筛板的孔径为35-

45目，所述步骤三中筛选桂皮粉末所用筛板的孔径为55-65目。

[0013]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紫丹参提取液的浓度45-55mg/mL，所述乌梅提取

液的浓度为60-70mg/mL，所述桂皮提取液的浓度为75-85mg/mL。

[0014]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一中所用的乙醇溶液的体积浓度为55-65％，

所述步骤三中所用的乙醇溶液的体积浓度75-85％。

[0015]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一中乙醇溶液的加入量为紫丹参粉末重量的

6-8倍，所述步骤三中乙醇溶液的加入量为桂皮粉末重量的5-9倍。

[001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一中的粉磨装置的制备紫丹参粉末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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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0017] 选用孔径为45目(0.355mm)的筛板，将定磨盘以及安装箱通过螺栓安装在筛板上，

将筛板从更换通道安装到粉磨箱体内部，启动第一电机，第一电机转动带动第一皮带轮转

动，通过皮带带动了第一齿轮转动，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啮合，通过第一转动轴、第二转动

轴带动了第一辊筒、第二辊筒转动；

[0018] 将干燥的紫丹参通过进料斗送入粉磨箱体内部，紫丹参经过第一挡板、第二挡板

的导流，落至第一辊筒上的第一切割刀和第二辊筒上的第二切割刀的咬合处，紫丹参经过

切割，得到紫丹参颗粒，紫丹参颗粒经过导流板导流，从内进料管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

间，启动第二电机，第二电机带动动磨盘转动，动磨盘与定磨盘联合作用下将紫丹参颗粒碾

磨为紫丹参粉末，启动升降气缸，推动第二电机以及第二电机连接的动磨盘上升，将所有落

至定磨盘和动磨盘之间紫丹参颗粒碾磨为紫丹参粉末，经过动磨盘的离心作用，紫丹参粉

末从动磨盘、圆柱通道之间形成的粉末排出区域排出，落至筛板上，通过第二电机转动的同

时发出振动，带动了筛板振动，加快了筛板的筛选，使得直径小于0.355mm的粉末通过筛板

中的筛孔，落至出料通道，从排料口排出，得到合格的紫丹参粉末，直径大于0.355mm的截留

在筛板上，收集，从更换通道取出，通过进料斗继续二次碾磨。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该天然复合防腐剂由紫丹参

提取液、乌梅提取液、桂皮提取液组成，其中紫丹参提取液中含有隐丹参酮、二氢丹参酮，对

体外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变性杆菌有抑制作用，乌梅提取液中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琥珀

酸、酒石酸、乌梅提取液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桂

皮提取液中的肉桂油对细菌、真菌均有较好的抑菌效果，使得该天然复合防腐剂的抗菌抑

菌效果好，达到的防腐效果好，将此天然防腐剂加入到保健功能饮料的生产过程中，能够有

效的保持饮料18个月不变质；进行细菌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率95.8-96.6％；大肠

杆菌的抗菌率97.3-98.5％；变性杆菌的抗菌率99.1-99.8％；

[0021] 该天然复合防腐剂采用的原料均来自天然植物，这些由天然植物制作的防腐剂的

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很小，甚至没有毒害作用，而且紫丹参对于心血管系统也会产生一定的

效果，能有效的改善心脏的功能，加强心肌收缩力，能够扩张动脉血管，增加心肌的血流量，

能有效的促进组织的修复，起到改善微循环的作用，乌梅具有抗氧化、消除疲劳、保护消化

系统的优点，使得该天然复合防腐剂对人体健康具有一定的益处；

[0022] (2)本发明中的粉磨装置，通过将需要磨粉的物品通过进料斗送入粉磨箱体内部，

通过第一电机转动带动第一皮带轮转动，通过皮带带动了第一齿轮转动，第一齿轮与第二

齿轮啮合，通过第一转动轴、第二转动轴带动了第一辊筒、第二辊筒转动，需要磨粉的物品

在第一辊筒上的第一切割刀和第二辊筒上的第二切割刀的咬合处，经过切割，变成颗粒物，

颗粒物经过导流板导流，落在定磨盘和动磨盘之间，通过第二电机转动带动动磨盘高速旋

转，通过升降气缸推动动磨盘上升，在动磨盘与定磨盘联合作用下将颗粒物碾磨为粉末，该

装置完成了对需要磨粉的物品自动切割及磨粉的过程，结构简单，易于操作；

[0023] (3)将筛板安装在该装置内部，避免了对需要磨粉的物品经过磨粉后需要使用专

门的筛选装置对其筛选，节省了从磨粉到筛选过程中的输送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

筛选装置占用空间，而且通过将安装箱安装在筛板上，安装箱内部的第二电机转动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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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振动，带动了筛板振动，加快了筛板的筛选，进一步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0024] (4)通过在粉磨箱体设有更换通道，通过将筛板插入粉磨箱体一侧内壁的卡槽中，

对需要磨粉的物品碾压的粉末的有直径有要求时，可以便捷的更换筛板，且动磨盘、定磨盘

使用一定时间后，会有一定的磨损，其中定磨盘通过螺纹连接在内进料管底部，动磨盘螺纹

套接在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上，使得更换新的动磨盘、定磨盘很方便；

[0025] (5)通过在动磨盘上安装有若干圆环状的第一研磨刃，在定磨盘上安装有若干S型

的第二研磨刃，通过第一研磨刃、第二研磨刃联合作用下，在动磨盘快速旋转时，将颗粒物

进行碾磨成粉末的效率高，碾磨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中粉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中图1中B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中图1中A处的放大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中粉磨装置的后视图；

[0031] 图5是本发明中粉磨箱体、粉磨箱体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是本发明中安装箱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是本发明中第一切割刀、第二切割刀的连接视图；

[0034] 图8是本发明中动磨盘的俯视图；

[0035] 图9是本发明中定磨盘的仰视图；

[0036] 图10是本发明中定盘盖处的俯视图。

[0037] 图中：1、进料斗；2、第一挡板；3、粉磨箱盖；4、铰链；5、粉磨箱体；6、排料口；7、支撑

柱；8、横板；9、第一电机；10、第一皮带轮；11、第一齿轮；12、第二皮带轮；13、第一转动轴；

14、第二转动轴；15、第二齿轮；16、轴承；17、第二挡板；18、第二辊筒；19、导流板；20、定盘

盖；21、定磨盘；22、动磨盘；23、安装箱；24、筛板；25、筛孔；26、出料通道；27、第三档板；28、

第一辊筒；29、内进料管；30、移动板；31、更换通道；32、通道门；33、支撑座；34、升降柱；35、

升降气缸；36、第一切割刀；37、第二切割刀；38、第一研磨刃；39、第二研磨刃；40、圆柱通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9] 对比例：

[0040] 将苯甲酸钠食品防腐剂添加至一种饮料中，对其抗菌抑菌性能检测，金黄色葡萄

球菌的抗菌率83.8％；大肠杆菌的抗菌率85.5％；变性杆菌的抗菌率84.3％实施例1：

[0041] 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按照重量份计，由紫丹参提取液3-5份、乌

梅提取液2-6份、桂皮提取液1-4份，通过混合均匀后进行减压浓缩、干燥，得到复配提取物，

将该提取物碾压、粉碎后，即得到该天然复合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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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该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由以下步骤制得：

[0043] 步骤一：紫丹参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的紫丹参，干燥，得干燥的紫丹参，将干

燥的紫丹参通过进料斗放入粉磨装置中，经过导流，干燥的紫丹参在第一切割刀和第二切

割刀的咬合处，经过切割，得到紫丹参颗粒，紫丹参颗粒经过导流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

间，在动磨盘与定磨盘联合作用下碾磨为紫丹参粉末，紫丹参粉末经过筛板进行筛选，从排

料口排出，得到合格的紫丹参粉末，将合格的紫丹参粉末在常温下用乙醇溶液浸渍、提取2-

4次，每次提取时间为3-5h，将每次提取完毕后的提取液，经过滤纸过滤后收集合并，将提取

液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提取液浓缩，得到紫丹参提取液；

[0044] 步骤二：乌梅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乌梅，去核，置于打浆机中，在4000-

6000r/min的转速下进行打浆处理8-12分钟，加入其重量10-30倍的蒸馏水，得乌梅浆，将乌

梅浆置于微波炉中，在温度为50-70℃、微波功率为600-800W的条件下微波处理10-30min

后，将乌梅浆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乌梅浆浓缩，得到乌梅提取

液；

[0045] 步骤三：桂皮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的桂皮，干燥，得干燥的桂皮，将干燥的桂

皮通过进料斗放入粉磨装置中，经过导流，干燥的桂皮在第一切割刀和第二切割刀的咬合

处，经过切割，得到桂皮颗粒，桂皮颗粒经过导流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间，在动磨盘与定

磨盘联合作用下碾磨为桂皮粉末，桂皮粉末经过筛板进行筛选，从排料口排出，得到合格的

桂皮粉末，将合格的桂皮粉粉末在常温下用乙醇溶液浸泡10-20d，经过滤纸过滤后，将滤液

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滤液浓缩，得到桂皮提取液；

[0046] 步骤四：将所得紫丹参提取液、乌梅提取液、桂皮提取液按重量份混合均匀后进行

减压浓缩、干燥，得到复配天然防腐剂提取物，将该提取物碾压、粉碎后，即得到天然复合防

腐剂。

[0047] 所述步骤一、步骤三中的干燥温度为60℃，干燥时间为5h。

[0048] 所述步骤一中筛选紫丹参粉末所用筛板的孔径为35目，所述步骤三中筛选桂皮粉

末所用筛板的孔径为55目。

[0049] 所述紫丹参提取液的浓度45mg/mL，所述乌梅提取液的浓度为60mg/mL，所述桂皮

提取液的浓度为75mg/mL。

[0050] 所述步骤一中所用的乙醇溶液的体积浓度为55％，所述步骤三中所用的乙醇溶液

的体积浓度75％。

[0051] 所述步骤一中乙醇溶液的加入重量为紫丹参粉末重量的6倍，所述步骤三中乙醇

溶液的加入重量为桂皮粉末重量的5倍。

[0052] 将实施例1制得的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添加至与对比例同一种饮料

中，对其抗菌抑菌性能检测，检测结果：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率95.8％；大肠杆菌的抗菌

率97.3％；变性杆菌的抗菌率99.1％。

[0053] 实施例2：

[0054] 请参阅图1-9所示，本发明为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按照重量份

计，由紫丹参提取液3-5份、乌梅提取液2-6份、桂皮提取液1-4份，通过混合均匀后进行减压

浓缩、干燥，得到复配提取物，将该提取物碾压、粉碎后，即得到该天然复合防腐剂；

[0055] 该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由以下步骤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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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步骤一：紫丹参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的紫丹参，干燥，得干燥的紫丹参，将干

燥的紫丹参通过进料斗放入粉磨装置中，经过导流，干燥的紫丹参在第一切割刀和第二切

割刀的咬合处，经过切割，得到紫丹参颗粒，紫丹参颗粒经过导流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

间，在动磨盘与定磨盘联合作用下碾磨为紫丹参粉末，紫丹参粉末经过筛板进行筛选，从排

料口排出，得到合格的紫丹参粉末，将合格的紫丹参粉末在常温下用乙醇溶液浸渍、提取2-

4次，每次提取时间为3-5h，将每次提取完毕后的提取液，经过滤纸过滤后收集合并，将提取

液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提取液浓缩，得到紫丹参提取液；

[0057] 步骤二：乌梅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乌梅，去核，置于打浆机中，在4000-

6000r/min的转速下进行打浆处理8-12分钟，加入其重量10-30倍的蒸馏水，得乌梅浆，将乌

梅浆置于微波炉中，在温度为50-70℃、微波功率为600-800W的条件下微波处理10-30min

后，将乌梅浆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乌梅浆浓缩，得到乌梅提取

液；

[0058] 步骤三：桂皮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的桂皮，干燥，得干燥的桂皮，将干燥的桂

皮通过进料斗放入粉磨装置中，经过导流，干燥的桂皮在第一切割刀和第二切割刀的咬合

处，经过切割，得到桂皮颗粒，桂皮颗粒经过导流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间，在动磨盘与定

磨盘联合作用下碾磨为桂皮粉末，桂皮粉末经过筛板进行筛选，从排料口排出，得到合格的

桂皮粉末，将合格的桂皮粉粉末在常温下用乙醇溶液浸泡10-20d，经过滤纸过滤后，将滤液

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滤液浓缩，得到桂皮提取液；

[0059] 步骤四：将所得紫丹参提取液、乌梅提取液、桂皮提取液按重量份混合均匀后进行

减压浓缩、干燥，得到复配天然防腐剂提取物，将该提取物碾压、粉碎后，即得到天然复合防

腐剂。

[0060] 所述步骤一、步骤三中的干燥温度为70℃，干燥时间为6.5h。

[0061] 所述步骤一中筛选紫丹参粉末所用筛板的孔径为40目，所述步骤三中筛选桂皮粉

末所用筛板的孔径为60目。

[0062] 所述紫丹参提取液的浓度50mg/mL，所述乌梅提取液的浓度为65mg/mL，所述桂皮

提取液的浓度为80mg/mL。

[0063] 所述步骤一中所用的乙醇溶液的体积浓度为60％，所述步骤三中所用的乙醇溶液

的体积浓度80％。

[0064] 所述步骤一中乙醇溶液的加入重量为紫丹参粉末重量的7倍，所述步骤三中乙醇

溶液的加入重量为桂皮粉末重量的7倍。

[0065] 将实施例2制得的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添加至与对比例同一种饮料

中，对其抗菌抑菌性能检测，检测结果：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率96.2％；大肠杆菌的抗菌

率97.9％；变性杆菌的抗菌率99.4％。

[0066] 实施例3：

[0067] 请参阅图1-9所示，本发明为一种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按照重量份

计，由紫丹参提取液3-5份、乌梅提取液2-6份、桂皮提取液1-4份，通过混合均匀后进行减压

浓缩、干燥，得到复配提取物，将该提取物碾压、粉碎后，即得到该天然复合防腐剂；

[0068] 该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由以下步骤制得：

[0069] 步骤一：紫丹参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的紫丹参，干燥，得干燥的紫丹参，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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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的紫丹参通过进料斗放入粉磨装置中，经过导流，干燥的紫丹参在第一切割刀和第二切

割刀的咬合处，经过切割，得到紫丹参颗粒，紫丹参颗粒经过导流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

间，在动磨盘与定磨盘联合作用下碾磨为紫丹参粉末，紫丹参粉末经过筛板进行筛选，从排

料口排出，得到合格的紫丹参粉末，将合格的紫丹参粉末在常温下用乙醇溶液浸渍、提取2-

4次，每次提取时间为3-5h，将每次提取完毕后的提取液，经过滤纸过滤后收集合并，将提取

液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提取液浓缩，得到紫丹参提取液；

[0070] 步骤二：乌梅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乌梅，去核，置于打浆机中，在4000-

6000r/min的转速下进行打浆处理8-12分钟，加入其重量10-30倍的蒸馏水，得乌梅浆，将乌

梅浆置于微波炉中，在温度为50-70℃、微波功率为600-800W的条件下微波处理10-30min

后，将乌梅浆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乌梅浆浓缩，得到乌梅提取

液；

[0071] 步骤三：桂皮提取液的制备：称取一定量的桂皮，干燥，得干燥的桂皮，将干燥的桂

皮通过进料斗放入粉磨装置中，经过导流，干燥的桂皮在第一切割刀和第二切割刀的咬合

处，经过切割，得到桂皮颗粒，桂皮颗粒经过导流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间，在动磨盘与定

磨盘联合作用下碾磨为桂皮粉末，桂皮粉末经过筛板进行筛选，从排料口排出，得到合格的

桂皮粉末，将合格的桂皮粉粉末在常温下用乙醇溶液浸泡10-20d，经过滤纸过滤后，将滤液

置于旋转蒸发仪内，在50-70℃的温度条件下，将滤液浓缩，得到桂皮提取液；

[0072] 步骤四：将所得紫丹参提取液、乌梅提取液、桂皮提取液按重量份混合均匀后进行

减压浓缩、干燥，得到复配天然防腐剂提取物，将该提取物碾压、粉碎后，即得到天然复合防

腐剂。

[0073] 所述步骤一、步骤三中的干燥温度为80℃，干燥时间为8h。

[0074] 所述步骤一中筛选紫丹参粉末所用筛板的孔径为45目，所述步骤三中筛选桂皮粉

末所用筛板的孔径为65目。

[0075] 所述紫丹参提取液的浓度55mg/mL，所述乌梅提取液的浓度为70mg/mL，所述桂皮

提取液的浓度为85mg/mL。

[0076] 所述步骤一中所用的乙醇溶液的体积浓度为65％，所述步骤三中所用的乙醇溶液

的体积浓度85％。

[0077] 所述步骤一中乙醇溶液的加入重量为紫丹参粉末重量的8倍，所述步骤三中乙醇

溶液的加入重量为桂皮粉末重量的9倍。

[0078] 将实施例3制得的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添加至与对比例同一种饮料

中，对其抗菌抑菌性能检测，检测结果：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率96.6％；大肠杆菌的抗菌

率98.5％；变性杆菌的抗菌率99.8％。

[0079] 由上述抗菌抑菌性能检测结果表明：本发明的用于饮料储藏的天然复合防腐剂，

相对于现有技术工艺所获得的普通防腐剂，具有明显好的抑菌活性效果。

[0080] 实施例4

[008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粉磨装置，用于对植物原料粉碎、研磨的加工，包括粉磨箱体5、

第一电机9，所述粉磨箱体5顶部安装有粉磨箱盖3，所述粉磨箱体5、粉磨箱盖3一侧通过铰

链4转动连接，所述粉磨箱盖3远离铰链4一侧安装有进料斗1，所述粉磨箱盖3顶部远离铰链

4一端倾斜安装有第一挡板2，所述第一挡板2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呈30-60°，所述粉磨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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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底部安装在横板8一端，所述粉磨箱体5一侧设有第一齿轮11、第二齿轮15，所述第一齿轮

11、第二齿轮15啮合连接，所述第一齿轮11远离粉磨箱体5一侧焊接有第二皮带轮12，所述

第二皮带轮12通过皮带连接有第一皮带轮10，所述第一皮带轮10套接在第一电机9的输出

轴上，所述第一电机9安装在横板8远离粉磨箱体5一端，所述横板8底部拐角处均安装有支

撑柱7，所述横板8远离第一电机9一端底部设有排料口6；

[0082] 所述第一齿轮11、第二皮带轮12均套接在第一转动轴13一端，所述第二齿轮15套

接在第二转动轴14一端，所述第一转动轴13、第二转动轴14均贯穿粉磨箱体5，所述粉磨箱

体5两侧均安装有两个轴承16，所述第一转动轴13、第二转动轴14两端均套接有轴承16，所

述第一转动轴13上套接有第一辊筒28，所述第二转动轴14上套接有第二辊筒18，所述第一

辊筒28上等距安装有若干第一切割刀36，所述第二辊筒18上等距安装有若干第二切割刀

37，所述第一切割刀36、第二切割刀37咬合连接；

[0083] 所述第一辊筒28上方设有第三档板27，所述第三档板27安装在进料斗1、粉磨箱盖

3的连接处底部，所述第二辊筒18上方设有第二挡板17，所述第二挡板17安装在粉磨箱盖3

的内壁上，所述第三档板27、第二挡板17底端之间形成的区域位于第一切割刀36、第二切割

刀37咬合连接处，所述粉磨箱体5两侧内壁上均倾斜安装有导流板19，两侧所述导流板19底

端均连接有内进料管29，所述内进料管29底部螺纹连接有定磨盘21，所述内进料管29、定磨

盘21外部安装有定盘盖20，所述定盘盖20两端均与粉磨箱体5内壁连接，所述定磨盘21下方

设有动磨盘22，所述动磨盘22边缘与所述动磨盘22下方设有安装箱23，所述安装箱23底部

通过螺栓安装在筛板24上，所述粉磨箱体5一侧内壁开设有卡槽，所述筛板24一端插入卡槽

中，所述筛板24上开设有若干筛孔25，所述筛板24下方设有出料通道26；

[0084] 所述粉磨箱体5一侧设有更换通道31，所述更换通道31与粉磨箱体5连接处安装有

移动板30，所述更换通道31远离粉磨箱体5一端通过铰链4转动连接有通道门32；

[0085] 所述安装箱23底部内壁安装有升降气缸35，所述升降气缸35的活动杆上安装有升

降柱34，所述升降柱34顶部安装有第二电机33，所述动磨盘22螺纹套接在第二电机33的输

出轴上；

[0086] 所述动磨盘22的顶部安装有若干第一研磨刃38，所述第一研磨刃38呈圆环状，所

述定磨盘21底部安装有若干第二研磨刃39，所述第二研磨刃39呈S型；

[0087] 所述粉磨箱体5俯视图呈正方体状，所述定盘盖20俯视图呈圆形，所述粉磨箱体5、

定盘盖20之间设有圆柱通道40，所述圆柱通道40顶部连接至定盘盖20底部，所述圆柱通道

40底部在筛板24上方，所述定磨盘21、动磨盘22均位于圆柱通道40内部，所述动磨盘22、圆

柱通道40之间形成粉末排出区域；

[0088] 所述第二辊筒18、第二切割刀37均顺时针转动，所述第一辊筒28、第一切割刀36均

逆时针转动。

[0089] 请参阅图1-9所示，本发明中的粉磨装置的工作过程如下：

[0090] 制备紫丹参粉末过程：选用孔径为45目(0.355mm)的筛板，将定磨盘以及安装箱通

过螺栓安装在筛板上，将筛板从更换通道安装到粉磨箱体内部，启动第一电机，第一电机转

动带动第一皮带轮转动，通过皮带带动了第一齿轮转动，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啮合，通过第

一转动轴、第二转动轴带动了第一辊筒、第二辊筒转动；

[0091] 将干燥的紫丹参通过进料斗送入粉磨箱体内部，紫丹参经过第一挡板、第二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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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流，落至第一辊筒上的第一切割刀和第二辊筒上的第二切割刀的咬合处，紫丹参经过

切割，得到紫丹参颗粒，紫丹参颗粒经过导流板导流，从内进料管落入定磨盘和动磨盘之

间，启动第二电机，第二电机带动动磨盘转动，动磨盘与定磨盘联合作用下将紫丹参颗粒碾

磨为紫丹参粉末，启动升降气缸，推动第二电机以及第二电机连接的动磨盘上升，将所有落

至定磨盘和动磨盘之间紫丹参颗粒碾磨为紫丹参粉末，经过动磨盘的离心作用，紫丹参粉

末从动磨盘、圆柱通道之间形成的粉末排出区域排出，落至筛板上，通过第二电机转动的同

时发出振动，带动了筛板振动，加快了筛板的筛选，使得直径小于0.355mm的粉末通过筛板

中的筛孔，落至出料通道，从排料口排出，得到合格的紫丹参粉末，直径大于0.355mm的截留

在筛板上，收集，从更换通道取出，通过进料斗继续二次碾磨；

[0092] 制备桂皮粉末过程：选用孔径为65目(0.212mm)的筛板，将定磨盘以及安装箱通过

螺栓安装在筛板上，将筛板从更换通道安装到粉磨箱体内部；

[0093] 工作过程如制备紫丹参粉末过程相同。

[0094]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

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

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

适的方式结合。

[0095]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或者超

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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