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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壳聚糖的制备方法，所述

制备方法包括干燥方法，所述干燥方法基于干燥

装置实现，包括如下步骤：1)启动初始化操作；2)

开启侧门，将待干燥物料放置上方空间的框部内

和下方空间的框部内；3)关闭侧门，启动第一干

燥操作；4)启动第二干燥操作；5)关闭上方空间

和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取消真空状态，打开侧

门、取出干燥完成的物料。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干

燥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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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壳聚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干燥方法，所述干燥方法基

于干燥装置实现，所述干燥装置包括控制器、触摸屏、箱体、设置在箱体顶部的真空泵和设

置在箱体内的气压传感器，所述箱体包括顶板、底板、第一侧板、第二侧板、第三侧板和第四

侧板，所述第一、二侧板相对，第三、四侧板相对，所述第三侧板处具有侧门，所述第一、二侧

板之间连接有隔板，所述隔板处具有多个透气孔，所述隔板将箱体内空间分隔为上方空间

和下方空间，所述上方空间内和下方空间内均安装有一个物料承载单元和一个加热单元，

所述物料承载单元包括框部、第一盖、第二盖、第一横板、第二横板、第一竖板、第二竖板、与

第一竖板连接的第一转轴、与第二竖板连接的第二转轴、固定于第一侧板处的第一轴承座、

固定于第二侧板处的第二轴承座、固定于第一轴承座的第一轴承和固定于第二轴承座的第

二轴承，所述第一转轴与第一轴承连接，第二转轴与第二轴承连接，所述框部通过第一连接

支架与第一竖板固定，且通过第二连接支架与第二竖板固定，第一盖通过第一电动伸缩杆

与第一横板固定，第二盖通过第二电动伸缩杆与第二横板固定；所述加热单元包括活动板、

第一光杆、第二光杆、第一电机和与第一电机的电机轴连接的丝杆，所述活动板具有被第一

光杆穿过的第一光滑孔、被第二光杆穿过的第二光滑块和被丝杆穿过的螺纹孔，所述活动

板处还具有加热装置；所述上方空间的加热单元的第一光杆、第二光杆和第一电机均固定

于隔板处，所述下方空间的加热单元的第一光杆、第二光杆和第一电机均固定于箱体的底

板处，所述第一侧板处还固定有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电机轴处具有第一链轮，下方空间的

第一转轴处具有第二链轮和第三链轮，所述上方空间的第一转轴处具有第四链轮，所述第

一链轮和第二链轮之间具有第一链条，第三链轮和第四链轮之间具有第二链条，隔板具有

被第二链条穿过的穿孔；所述干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启动初始化操作，初始化操作完成后，上方空间的加热装置抵接上方空间的第二横

板，上方空间的第一盖与上方空间的框部不抵接，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抵接下方空间的第

二横板，下方空间的第一盖与下方空间的框部不抵接；

2)开启侧门，将待干燥物料放置上方空间的框部内和下方空间的框部内；

3)关闭侧门，启动第一干燥操作，所述第一干燥操作中，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加热装

置开启且均抵接第二横板，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第一盖与框部不低接，并且当气压传感

器的测量值大于设定阈值时，使真空泵开启；

4)启动第二干燥操作，所述第二干燥操作中，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开启且

均抵接第一横板，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第二盖与框部不低接，并且当气压传感器的测量

值大于设定阈值时，使真空泵开启；

5)关闭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取消真空状态，打开侧门、取出干燥完成的物

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壳聚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物料承载单元的第一横板面

对第一盖的一侧和第二横板面对第二盖的一侧均具有散热翅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壳聚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物料承载单元的第一盖

和第二盖面对框部的一侧均具有密封垫。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壳聚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框部为矩形框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壳聚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光杆和第二光杆的

截面均为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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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壳聚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干燥操作的持续时

长等于第二干燥操作的持续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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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壳聚糖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保健品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壳聚糖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壳聚糖(chitosan)又称脱乙酰甲壳素，是由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几丁质(chitin)经

过脱乙酰作用得到的，化学名称为聚葡萄糖胺(1-4)-2-氨基-B-D葡萄糖。自1859年，法国人

Rouget首先得到壳聚糖后，这种天然高分子的生物官能性和相容性、血液相容性、安全性、

微生物降解性等优良性能被各行各业广泛关注，在医药、食品、化工、化妆品、水处理、金属

提取及回收、生化和生物医学工程等诸多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针对患者，壳聚

糖降血脂、降血糖的作用已有研究报告。壳聚糖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经过真空干燥、粉碎的

操作。现有的真空干燥方法，往往是将物料放置在物料盘上，开启加热装置和真空泵，水分

蒸发成水蒸气被抽走，但是往往干燥所需时间较长，速度慢。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本发明旨在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壳聚糖的制备方法。

[0004] 技术方案：一种壳聚糖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干燥方法，所述干燥方法基

于干燥装置实现，所述干燥装置包括控制器、触摸屏、箱体、设置在箱体顶部的真空泵和设

置在箱体内的气压传感器，所述箱体包括顶板、底板、第一侧板、第二侧板、第三侧板和第四

侧板，所述第一、二侧板相对，第三、四侧板相对，所述第三侧板处具有侧门，所述第一、二侧

板之间连接有隔板，所述隔板处具有多个透气孔，所述隔板将箱体内空间分隔为上方空间

和下方空间，所述上方空间内和下方空间内均安装有一个物料承载单元和一个加热单元，

所述物料承载单元包括框部、第一盖、第二盖、第一横板、第二横板、第一竖板、第二竖板、与

第一竖板连接的第一转轴、与第二竖板连接的第二转轴、固定于第一侧板处的第一轴承座、

固定于第二侧板处的第二轴承座、固定于第一轴承座的第一轴承和固定于第二轴承座的第

二轴承，所述第一转轴与第一轴承连接，第二转轴与第二轴承连接，所述框部通过第一连接

支架与第一竖板固定，且通过第二连接支架与第二竖板固定，第一盖通过第一电动伸缩杆

与第一横板固定，第二盖通过第二电动伸缩杆与第二横板固定；所述加热单元包括活动板、

第一光杆、第二光杆、第一电机和与第一电机的电机轴连接的丝杆，所述活动板具有被第一

光杆穿过的第一光滑孔、被第二光杆穿过的第二光滑块和被丝杆穿过的螺纹孔，所述活动

板处还具有加热装置；所述上方空间的加热单元的第一光杆、第二光杆和第一电机均固定

于隔板处，所述下方空间的加热单元的第一光杆、第二光杆和第一电机均固定于箱体的底

板处，所述第一侧板处还固定有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电机轴处具有第一链轮，下方空间的

第一转轴处具有第二链轮和第三链轮，所述上方空间的第一转轴处具有第四链轮，所述第

一链轮和第二链轮之间具有第一链条，第三链轮和第四链轮之间具有第二链条，隔板具有

被第二链条穿过的穿孔；所述干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5] 1)启动初始化操作，初始化操作完成后，上方空间的加热装置抵接上方空间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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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横板，上方空间的第一盖与上方空间的框部不抵接，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抵接下方空间

的第二横板，下方空间的第一盖与下方空间的框部不抵接；

[0006] 2)开启侧门，将待干燥物料放置上方空间的框部内和下方空间的框部内；

[0007] 3)关闭侧门，启动第一干燥操作，所述第一干燥操作中，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加

热装置开启且均抵接第二横板，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第一盖与框部不低接，并且当气压

传感器的测量值大于设定阈值时，使真空泵开启；

[0008] 4)启动第二干燥操作，所述第二干燥操作中，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开

启且均抵接第一横板，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第二盖与框部不低接，并且当气压传感器的

测量值大于设定阈值时，使真空泵开启；

[0009] 5)关闭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取消真空状态，打开侧门、取出干燥完成

的物料。

[0010] 一种用于壳聚糖制备的壳聚糖干燥方法，所述干燥方法基于干燥装置实现，所述

干燥装置包括控制器、触摸屏、箱体、设置在箱体顶部的真空泵和设置在箱体内的气压传感

器，所述箱体包括顶板、底板、第一侧板、第二侧板、第三侧板和第四侧板，所述第一、二侧板

相对，第三、四侧板相对，所述第三侧板处具有侧门，所述第一、二侧板之间连接有隔板，所

述隔板处具有多个透气孔，所述隔板将箱体内空间分隔为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所述上方

空间内和下方空间内均安装有一个物料承载单元和一个加热单元，所述物料承载单元包括

框部、第一盖、第二盖、第一横板、第二横板、第一竖板、第二竖板、与第一竖板连接的第一转

轴、与第二竖板连接的第二转轴、固定于第一侧板处的第一轴承座、固定于第二侧板处的第

二轴承座、固定于第一轴承座的第一轴承和固定于第二轴承座的第二轴承，所述第一转轴

与第一轴承连接，第二转轴与第二轴承连接，所述框部通过第一连接支架与第一竖板固定，

且通过第二连接支架与第二竖板固定，第一盖通过第一电动伸缩杆与第一横板固定，第二

盖通过第二电动伸缩杆与第二横板固定；所述加热单元包括活动板、第一光杆、第二光杆、

第一电机和与第一电机的电机轴连接的丝杆，所述活动板具有被第一光杆穿过的第一光滑

孔、被第二光杆穿过的第二光滑块和被丝杆穿过的螺纹孔，所述活动板处还具有加热装置；

所述上方空间的加热单元的第一光杆、第二光杆和第一电机均固定于隔板处，所述下方空

间的加热单元的第一光杆、第二光杆和第一电机均固定于箱体的底板处，所述第一侧板处

还固定有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电机轴处具有第一链轮，下方空间的第一转轴处具有第二

链轮和第三链轮，所述上方空间的第一转轴处具有第四链轮，所述第一链轮和第二链轮之

间具有第一链条，第三链轮和第四链轮之间具有第二链条，隔板具有被第二链条穿过的穿

孔；所述干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1)启动初始化操作，初始化操作完成后，上方空间的加热装置抵接上方空间的第

二横板，上方空间的第一盖与上方空间的框部不抵接，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抵接下方空间

的第二横板，下方空间的第一盖与下方空间的框部不抵接；

[0012] 2)开启侧门，将待干燥物料放置上方空间的框部内和下方空间的框部内；

[0013] 3)关闭侧门，启动第一干燥操作，所述第一干燥操作中，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加

热装置开启且均抵接第二横板，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第一盖与框部不低接，上方空间和

下方空间的第二盖与框部低接，并且当气压传感器的测量值大于设定阈值时，使真空泵开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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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4)启动第二干燥操作，所述第二干燥操作中，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开

启且均抵接第一横板，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第二盖与框部不低接，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

的第一盖与框部低接，并且当气压传感器的测量值大于设定阈值时，使真空泵开启；

[0015] 5)关闭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取消真空状态，打开侧门、取出干燥完成

的物料。

[0016] 进一步地，物料承载单元的第一横板面对第一盖的一侧和第二横板面对第二盖的

一侧均具有散热翅片。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物料承载单元的第一盖和第二盖面对框部的一侧均具有密封垫。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框部为矩形框部。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光杆和第二光杆的截面均为矩形。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干燥操作的持续时长等于第二干燥操作的持续时长。

[0021] 一种用于壳聚糖制备的壳聚糖干燥装置，包括控制器、触摸屏、箱体、设置在箱体

顶部的真空泵和设置在箱体内的气压传感器，所述箱体包括顶板、底板、第一侧板、第二侧

板、第三侧板和第四侧板，所述第一、二侧板相对，第三、四侧板相对，所述第三侧板处具有

侧门，所述第一、二侧板之间连接有隔板，所述隔板处具有多个透气孔，所述隔板将箱体内

空间分隔为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所述上方空间内和下方空间内均安装有一个物料承载单

元和一个加热单元，所述物料承载单元包括框部、第一盖、第二盖、第一横板、第二横板、第

一竖板、第二竖板、与第一竖板连接的第一转轴、与第二竖板连接的第二转轴、固定于第一

侧板处的第一轴承座、固定于第二侧板处的第二轴承座、固定于第一轴承座的第一轴承和

固定于第二轴承座的第二轴承，所述第一转轴与第一轴承连接，第二转轴与第二轴承连接，

所述框部通过第一连接支架与第一竖板固定，且通过第二连接支架与第二竖板固定，第一

盖通过第一电动伸缩杆与第一横板固定，第二盖通过第二电动伸缩杆与第二横板固定；所

述加热单元包括活动板、第一光杆、第二光杆、第一电机和与第一电机的电机轴连接的丝

杆，所述活动板具有被第一光杆穿过的第一光滑孔、被第二光杆穿过的第二光滑块和被丝

杆穿过的螺纹孔，所述活动板处还具有加热装置；所述上方空间的加热单元的第一光杆、第

二光杆和第一电机均固定于隔板处，所述下方空间的加热单元的第一光杆、第二光杆和第

一电机均固定于箱体的底板处，所述第一侧板处还固定有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电机轴处

具有第一链轮，下方空间的第一转轴处具有第二链轮和第三链轮，所述上方空间的第一转

轴处具有第四链轮，所述第一链轮和第二链轮之间具有第一链条，第三链轮和第四链轮之

间具有第二链条，隔板具有被第二链条穿过的穿孔。

[0022]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干燥方法，能够对框部内的物料两侧进行干燥，整体而言干燥

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第一干燥操作时示意图；

[0024] 图2为第一干燥操作向第二干燥操作转移时过程示意图，此时活动板下降到低位，

并且第一、二盖封闭框部，便于翻转框部时，物料不从框部漏出；

[0025] 图3为第一干燥操作向第二干燥操作切换的整个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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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附图标记：1.1第一侧板；1.2第二侧板；1.3顶板；1.4底板；2隔板；2.1透气孔；3.1

第一光杆；3.2第二光杆；3.3丝杆；3.4活动板；3.5加热装置；4.1第一转轴；4.2第二转轴；

4.3第一横板；4.4第二横板；4.3.1、4.4.1散热翅片；4.5第一电动伸缩杆；4.6第二电动伸缩

杆；4.7第一盖；4.8第二盖；4.9框部；5真空泵；6第二电机；6.1第一链轮；6.2第二链轮；6.3

第三链轮；6.4第四链轮。

[0027] 一种壳聚糖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干燥方法，所述干燥方法基于干燥装

置实现，所述干燥装置包括控制器、触摸屏、箱体、设置在箱体顶部的真空泵和设置在箱体

内的气压传感器，所述箱体包括顶板1.3、底板1.4、第一侧板1.1、第二侧板1.2、第三侧板和

第四侧板，所述第一、二侧板相对，第三、四侧板相对，所述第三侧板处具有侧门，所述第一、

二侧板之间连接有隔板2，所述隔板处具有多个透气孔2.1，所述隔板将箱体内空间分隔为

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所述上方空间内和下方空间内均安装有一个物料承载单元和一个加

热单元，所述物料承载单元包括框部4.9、第一盖4.7、第二盖4.8、第一横板4.3、第二横板

4.4、第一竖板、第二竖板、与第一竖板连接的第一转轴4.1、与第二竖板连接的第二转轴

4.2、固定于第一侧板处的第一轴承座、固定于第二侧板处的第二轴承座、固定于第一轴承

座的第一轴承和固定于第二轴承座的第二轴承，所述第一转轴与第一轴承连接，第二转轴

与第二轴承连接，所述框部通过第一连接支架与第一竖板固定，且通过第二连接支架与第

二竖板固定，第一盖通过第一电动伸缩杆4.5与第一横板固定，第二盖通过第二电动伸缩杆

4.6与第二横板固定；所述加热单元包括活动板、第一光杆3.1、第二光杆3.2、第一电机和与

第一电机的电机轴连接的丝杆3.3，所述活动板具有被第一光杆穿过的第一光滑孔、被第二

光杆穿过的第二光滑块和被丝杆穿过的螺纹孔，所述活动板3.4处还具有加热装置3.5；所

述上方空间的加热单元的第一光杆3.1、第二光杆3.2和第一电机均固定于隔板处，所述下

方空间的加热单元的第一光杆、第二光杆和第一电机均固定于箱体的底板处，所述第一侧

板处还固定有第二电机6，第二电机的电机轴处具有第一链轮6.1，下方空间的第一转轴处

具有第二链轮6.2和第三链轮6.3，所述上方空间的第一转轴处具有第四链轮6.4，所述第一

链轮和第二链轮之间具有第一链条，第三链轮和第四链轮之间具有第二链条，隔板具有被

第二链条穿过的穿孔；所述干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8] 1)启动初始化操作，初始化操作完成后，上方空间的加热装置抵接上方空间的第

二横板，上方空间的第一盖与上方空间的框部不抵接，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抵接下方空间

的第二横板，下方空间的第一盖与下方空间的框部不抵接；

[0029] 2)开启侧门，将待干燥物料放置上方空间的框部内和下方空间的框部内；

[0030] 3)关闭侧门，启动第一干燥操作，所述第一干燥操作中，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加

热装置开启且均抵接第二横板，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第一盖与框部不低接，并且当气压

传感器的测量值大于设定阈值时，使真空泵开启；

[0031] 4)启动第二干燥操作，所述第二干燥操作中，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开

启且均抵接第一横板，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第二盖与框部不低接，并且当气压传感器的

测量值大于设定阈值时，使真空泵开启；

[0032] 5)关闭上方空间和下方空间的加热装置，取消真空状态，打开侧门、取出干燥完成

的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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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物料承载单元的第一横板面对第一盖的一侧和第二横板面对第二盖的一侧均具

有散热翅片。所述物料承载单元的第一盖和第二盖面对框部的一侧均具有密封垫。所述框

部为矩形框部。所述第一光杆和第二光杆的截面均为矩形。所述第一干燥操作的持续时长

等于第二干燥操作的持续时长。第一横板和第二横板具有散热翅片，从而加热装置与第一、

二横板抵接时，散热翅片能够给帮助将热量快速传递至第一、二盖处。第一、二盖处的密封

垫能够防止物料从框部和第一、二盖部之间的空隙处漏出。

[0034] 本发明的原理是，先用第一干燥操作对物料的一侧进行干燥，一段时间后，将第一

盖、框部和第二盖翻转180度，从而对物料的另一侧进行干燥，从而便于物料的另一侧的水

分快速挥发，干燥效率高。第一干燥操作和第二干燥操作之间的切换如图3所示，先使第一

盖和框部密封，接着下降活动板，接着使框部和第一、二盖翻转180度(翻转是通过第二电机

实现的)，接着上升活动板使加热装置抵接第一横板；接着使第二盖和框部打开。活动板的

下降使为了方便框部、第一盖和第二盖的翻转。加热装置抵接第一横板时或者加热装置抵

接第二横板时，一方面能够对其加热，另一方面能够使得第一横板和第二横板更加稳定，避

免意外的转动。另外，侧门的开闭、初始化操作、第一加热操作的执行和第二加热操作的执

行以及时长的设定都可以通过触摸屏完成，当然执行所需时长的第一加热操作后再执行所

需时长的第二加热操作，这个切换可以是控制器控制自动执行的，操作者只需在开始设定

好就行。也就是说步骤3)向步骤4)的切换可以手动执行也可以自动执行。

[0035] 尽管本发明就优选实施方式进行了示意和描述，但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只要不超出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变化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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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0

CN 109253586 A

10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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