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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

备，包括顶部连接有进料管的初级过滤罐、中级

过滤罐和底部连接有出料管的精密过滤罐，各过

滤罐之间通过传输罐连接，初级过滤罐、中级过

滤罐和精密过滤罐高度位置依次递减，本实用新

型的设备可对固体饮料的原料进行过滤，避免原

料结块，避免原料中出现细菌并提高加工的固体

饮料的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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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包括顶部连接有进料管(4)的初级过滤罐(1)、中级过

滤罐(2)和底部连接有出料管(8)的精密过滤罐(3)，各过滤罐之间通过传输管(7)连接，其

特征在于：所述初级过滤罐(1)、中级过滤罐(2)和精密过滤罐(3)高度位置依次递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初级过滤罐

(1)、中级过滤罐(2)和精密过滤罐(3)的侧面均连接有冲洗管(5)，底面均连接有排污管

(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初级过滤罐

(1)内壁倾斜连接有隔板(102)，隔板(102)与初级过滤罐(1)另一侧内壁存在间隙且垂直向

下延伸与初级过滤罐(1)内底面存在间隙，所述隔板(102)内侧与初级过滤罐(1)内壁之间

倾斜连接有滤板(101)，所述滤板(101)上方的初级过滤罐(1)内壁上连接有传输管(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102)位

于初级过滤罐(1)与进料管(4)进料口位置对于，所述隔板(102)表面倾斜连接有缓冲板

(104)，缓冲板(104)端部底面连有与隔板(102)滑动连接有的滑动杆(10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级过滤罐

(2)内设有与传输管(7)出料口连接的混合器(9)，混合器(9)下方设有第二滤板(20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器(9)包

括壳体(901)，壳体(901)中部设有可旋转的转轴(904)，所述转轴(904)上均布转盘(903)，

转盘(903)之间通过弹性绳(902)连接且弹性绳(902)端部与壳体(901)顶壁连接，所述壳体

(901)底部均设有出料孔(905)，所述转盘(903)由环绕设置的叶片(903a)和用于固定叶片

(903a)的连接圈(903b)组成，所述叶片(903a)两侧中部设有弧形凹面，其弧度为0.43～

0.6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初级过滤罐

(1)、中级过滤罐(2)和精密过滤罐(3)的容积比依次为1:0.9:0.7-0.8。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初级过滤罐

(1)、中级过滤罐(2)和精密过滤罐(3)的罐体底部均为漏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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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饮料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固体饮料以蛋及蛋制品等其他动植物蛋白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制成

的、蛋白质含量大于或等于4％的制品，常见的有豆奶粉、核桃粉、麦乳精等；普通型固体饮

料是指以果粉或经烘烤的咖啡、茶叶、菊花、茅根等植物提取物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

其他辅料制成的、蛋白质含量低于4％的制品，现有的固体饮料在制备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原

料在制备过程中出现结块或者原料中出现杂质这些都会影响加工的固体饮料的品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对固体饮料的原料进行过滤，避免原料结块，避免

原料中出现细菌并提高加工的固体饮料的口感的一种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包括

顶部连接有进料管的初级过滤罐、中级过滤罐和底部连接有出料管的精密过滤罐，各过滤

罐之间通过传输管连接，初级过滤罐、中级过滤罐和精密过滤罐高度位置依次递减，本发明

分别设置初级、中级、精密级的过滤罐对固体饮料原料进行逐步过滤，逐步剔除原料中的杂

质及结块物质，大大提高最终过滤得到的原料的品质，而且通过设置各过滤罐的高度差来

实现固体饮料原料粉末在各过滤罐之间的传输，避免了抽取装置的设置降低加工能耗及设

备的费用，同时采用上述方式固体饮料的原料在各罐体之间的残留率较低，避免原料在过

滤过程中浪费及残留在罐体内造成污染。

[0005] 作为优选，初级过滤罐、中级过滤罐和精密过滤罐的侧面均连接有冲洗管，底面均

连接有排污管，选择冲洗管和排污管可对设备中的各罐体进行清洁，保持罐体内的清洁，避

免罐体内滋生细菌，保证加工原料的品质。

[0006] 作为优选，初级过滤罐内壁倾斜连接有隔板，隔板与初级过滤罐另一侧内壁存在

间隙且垂直向下延伸与初级过滤罐内底面存在间隙，隔板内侧与初级过滤罐内壁之间倾斜

连接有滤板，滤板上方的初级过滤罐内壁上连接有传输管，利用设置的隔板起到对进入初

级过滤罐内的固体饮料原料下落的缓冲作用使其下滑至初级过滤罐底部并向上经过滤板

的过滤再由传输管排出初级过滤罐，即可实现将较大原料或杂质进行初步过滤使其留在初

级过滤罐底部等待冲洗或直接排出，可选择在初级过滤罐底部设置向上的吹气装置来避免

初级过滤罐底部的原料堵塞。

[0007] 作为优选，隔板位于初级过滤罐与进料管进料口位置对于，隔板表面倾斜连接有

缓冲板，缓冲板端部底面连有与隔板滑动连接有的滑动杆，通过设置的缓冲板可进一步对

下落的固体饮料原料的下落速度缓冲，并且缓冲板在吸收原料下落冲击力的时候可通过具

有弹性的滑动杆反向弹动，使原料之间发生碰撞，一方面起到降低原料下落速度，另一方面

碰撞的原料的颗粒直径可进一步降低，对结块的原料具有冲击作用使其散开提高原料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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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而且碰撞后细化的原料更易于冲泡且口感也会有所提升。

[0008] 作为优选，中级过滤罐内设有与传输管出料口连接的混合器，混合器下方设有第

二滤板，通过混合器对下落的原料进行缓冲，避免其下落速度过快也可对进入混合器内的

原料进行处理降低原料颗粒细度及避免结块的出现，还利于第二滤板对原料的过滤作用。

[0009] 作为优选，混合器包括壳体，壳体中部设有可旋转的转轴，转轴上均布转盘，转盘

之间通过弹性绳连接且弹性绳端部与壳体顶壁连接，壳体底部均设有出料孔，转盘由环绕

设置的叶片和用于固定叶片的连接圈组成，叶片两侧中部设有弧形凹面，其弧度为0.43～

0.61，固体饮料原料在进入混合器后下落冲击力可促使转盘绕转轴转动，弹性绳对转盘支

撑并且在转盘绕转轴旋转到一定圈数后弹性绳释放其缠绕的张紧力使转盘反转，原料在经

过叶片中部的弧形凹面时冲击力降低，带有弧度的叶片对原料形成无规律的冲击作用，而

且弹性绳可带动转盘上下对原料进行挤压作用，固体饮料的原料在混合器内受到上述作用

可实现对原料中的水溶性大分子物质或肌纤维蛋白等破碎，提高原料冲泡后的口感，而且

改变最终过滤得到的原料的密度和浮力使其易于下沉，还利于原料的增稠稳定性，最终实

现过滤得到的原料的溶解度的提高，提高固体饮料的口感。

[0010] 作为优选，初级过滤罐、中级过滤罐和精密过滤罐的容积比依次为  1:0 .9:0 .7-

0.8，通过设置各过滤罐之间的容积比，对罐体容积依次缩小有益于提高各罐体内的压力，

对原料的过滤速度具有提升作用，有益于固体饮料的原料的过滤速度。

[0011] 作为优选，初级过滤罐、中级过滤罐和精密过滤罐的罐体底部均为漏斗状，利用斜

度及重力将过滤出来的结块原料或杂质排出罐体，避免使用外力，也可选择在罐体内部安

装吹气装置加速原料的流动速度。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分别设置初级、中级、精密级的过

滤罐对固体饮料原料进行逐步过滤，逐步剔除原料中的杂质及结块物质，大大提高最终过

滤得到的原料的品质，而且通过设置各过滤罐的高度差来实现固体饮料原料粉末在各过滤

罐之间的传输，避免了抽取装置的设置降低加工能耗及设备的费用，同时采用上述方式固

体饮料的原料在各罐体之间的残留率较低，避免原料在过滤过程中浪费及残留在罐体内造

成污染，处理的原料利用率高，冲泡口感好，易于沉降，溶解度高，最终所得的固体饮料品质

高。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的示意图；

[0014] 图2为初级过滤罐剖视图；

[0015] 图3为中级过滤罐剖视图；

[0016] 图4为混合器剖视图；

[0017] 图5为转盘俯视图。

[0018] 附图标记说明：1.初级过滤罐；101.滤板；102.隔板；103.滑动杆；104.  缓冲板；2.

中级过滤罐；201.第二滤板；3.精密过滤罐；4.进料管；5.冲洗管；6.  排污管；7.传输管；8.

出料管；9.混合器；901.壳体；902.弹性绳；903.转盘；903a. 叶片；903b.连接圈；904.转轴；

905.出料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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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0] 实施例1：

[0021] 如图1所示，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包括顶部连接有进料管4的初级过滤罐

1、中级过滤罐2和底部连接有出料管8的精密过滤罐3，各过滤罐之间通过传输管7连接，初

级过滤罐1、中级过滤罐2和精密过滤罐3高度位置依次递减，本发明分别设置初级、中级、精

密级的过滤罐对固体饮料原料进行逐步过滤，逐步剔除原料中的杂质及结块物质，大大提

高最终过滤得到的原料的品质，而且通过设置各过滤罐的高度差来实现固体饮料原料粉末

在各过滤罐之间的传输，避免了抽取装置的设置降低加工能耗及设备的费用，同时采用上

述方式固体饮料的原料在各罐体之间的残留率较低，避免原料在过滤过程中浪费及残留在

罐体内造成污染。

[0022] 初级过滤罐1、中级过滤罐2和精密过滤罐3的侧面均连接有冲洗管5，底面均连接

有排污管6，选择冲洗管5和排污管6可对设备中的各罐体进行清洁，保持罐体内的清洁，避

免罐体内滋生细菌，保证加工原料的品质。

[0023] 初级过滤罐1、中级过滤罐2和精密过滤罐3的容积比依次优选为  1:0.9:0.75，通

过设置各过滤罐之间的容积比，对罐体容积依次缩小有益于提高各罐体内的压力，对原料

的过滤速度具有提升作用，有益于固体饮料的原料的过滤速度。

[0024] 初级过滤罐1、中级过滤罐2和精密过滤罐3的罐体底部均为漏斗状，利用斜度及重

力将过滤出来的结块原料或杂质排出罐体，避免使用外力，也可选择在罐体内部安装吹气

装置加速原料的流动速度。

[0025] 实施例2：

[0026]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为：如图2所示，初级过滤罐1  内壁

倾斜连接有隔板102，隔板102与初级过滤罐1另一侧内壁存在间隙且垂直向下延伸与初级

过滤罐1内底面存在间隙，隔板102内侧与初级过滤罐1内壁之间倾斜连接有滤板101，滤板

101上方的初级过滤罐1内壁上连接有传输管7，利用设置的隔板102起到对进入初级过滤罐

1内的固体饮料原料下落的缓冲作用使其下滑至初级过滤罐1底部并向上经过滤板101的过

滤再由传输管7排出初级过滤罐1，即可实现将较大原料或杂质进行初步过滤使其留在初级

过滤罐1底部等待冲洗或直接排出，可选择在初级过滤罐1底部设置向上的吹气装置来避免

初级过滤罐1底部的原料堵塞。

[0027] 隔板102位于初级过滤罐1与进料管4进料口位置对于，隔板102表面倾斜连接有缓

冲板104，缓冲板104端部底面连有与隔板102滑动连接有的滑动杆103，通过设置的缓冲板

104可进一步对下落的固体饮料原料的下落速度缓冲，并且缓冲板104在吸收原料下落冲击

力的时候可通过具有弹性的滑动杆103反向弹动，使原料之间发生碰撞，一方面起到降低原

料下落速度，另一方面碰撞的原料的颗粒直径可进一步降低，对结块的原料具有冲击作用

使其散开提高原料的利用率，而且碰撞后细化的原料更易于冲泡且口感也会有所提升。

[0028] 实施例3：

[0029]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为：如图3-5所示，中级过滤罐  2内

设有与传输管7出料口连接的混合器9，混合器9下方设有第二滤板201，通过混合器9对下落

的原料进行缓冲，避免其下落速度过快也可对进入混合器9 内的原料进行处理降低原料颗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209156416 U

5



粒细度及避免结块的出现，还利于第二滤板201  对原料的过滤作用。

[0030] 混合器9包括壳体901，壳体901中部设有可旋转的转轴904，转轴904  上均布转盘

903，转盘903之间通过弹性绳902连接且弹性绳902端部与壳体901  顶壁连接，壳体901底部

均设有出料孔905，转盘903由环绕设置的叶片903a  和用于固定叶片903a的连接圈903b组

成，叶片903a两侧中部设有弧形凹面，其弧度为0.43～0.61，固体饮料原料在进入混合器9

后下落冲击力可促使转盘903 绕转轴904转动，弹性绳902对转盘903支撑并且在转盘903绕

转轴904旋转到一定圈数后弹性绳902释放其缠绕的张紧力使转盘903反转，原料在经过叶

片  903a中部的弧形凹面时冲击力降低，带有弧度的叶片903a对原料形成无规律的冲击作

用，而且弹性绳902可带动转盘903上下对原料进行挤压作用，固体饮料的原料在混合器9内

受到上述作用可实现对原料中的水溶性大分子物质或肌纤维蛋白等破碎，提高原料冲泡后

的口感，而且改变最终过滤得到的原料的密度和浮力使其易于下沉，还利于原料的增稠稳

定性，最终实现过滤得到的原料的溶解度的提高，提高固体饮料的口感。

[0031] 叶片903a为树脂材料，其由以下成分及重量份组成：聚丙烯树脂240份、聚丙烯酸

酯树脂17份、三元乙丙橡胶粉42份、聚烯烃弹性体POE8份、纳米二氧化钛10份，叶片903a的

制备过程为：将聚丙烯树脂、聚丙烯酸酯树脂、三元乙丙橡胶粉、聚烯烃弹性体POE和纳米二

氧化钛分批次放入混合机中，选择高速混合机，混合时间为45min，将混合得到的物料和

0.42重量份的氟咯菌腈放入双螺杆挤出机中，选择转速为700r/min，控制料筒温度在240

℃-250℃，将挤出物料放入模具内成形即可，在制备过程中加入的氟咯菌腈可改善橡胶制

备过程中纳米二氧化钛聚集的问题，避免纳米二氧化钛复合，促使其表面形成电子-空穴对

来激活表面吸附水或空气，实现其产生具有强氧化功能的活性基团，实现橡胶的抗菌性能

提高，通过上述方法制备的叶片903a具有耐撞击、耐腐蚀、耐老化、抗菌的作用，有益于保证

叶片903a对固体饮料原料的处理效果。

[0032] 实施例4：

[0033] 本发明的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实际使用时：将细化后需过滤的海参蛋白固

体饮料原料通过进料管4送入初级过滤罐1内，原料落至隔板102上起到缓冲作用，并且缓冲

板104对原料进一步缓冲，缓冲板104在吸收原料下落冲击力的时候可通过具有弹性的滑动

杆103反向弹动，使原料之间发生碰撞，一方面起到降低原料下落速度，另一方面碰撞的原

料的颗粒直径可进一步降低，对结块的原料具有冲击作用使其散开提高原料的利用率，而

且碰撞后细化的原料更易于冲泡且口感也会有所提升，原料下滑至初级过滤罐1底部并向

上经过滤板101的过滤再由传输管7排出初级过滤罐1，可选择在初级过滤罐1底部设置向上

的吹气装置来避免初级过滤罐1底部的原料堵塞，原料进入中级过滤罐2后通过混合器9  对

下落的原料进行缓冲，避免其下落速度过快也可对进入混合器9内的原料进行处理降低原

料颗粒细度及避免结块的出现，还利于第二滤板201对原料的过滤作用，最后原料经过精密

过滤罐3的过滤后从出料管8排出，完成对原料的过滤，设备定期选择冲洗管5和排污管6可

对设备中的各罐体进行清洁，保持罐体内的清洁，避免罐体内滋生细菌，保证加工原料的品

质。

[0034] 初级过滤罐1、中级过滤罐2和精密过滤罐3的过滤等级由其内部的滤板的网目数

决定。

[0035] 对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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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采用本发明的设备(试验组1)和常规固体饮料过滤设备(试验组2)进行对比试验；

[0037] 加工原料、及加工条件均一致；

[0038] 加工产物评定：采用人工评定的方式，选择30人(年龄18-60岁，男女1:1)，感官判

定人的嗅觉、味觉均为正常、无烟酒嗜好，采用双盲法对两组加工产物进行评分，采用评分

制，满分10分，香味浓郁可口9-10分，香味浓郁7-8分，无味平淡5-6分，有异味3-4分，异味浓

1-2分，结果如表1所示。

[0039] 表1评分结果

  感官评分 加工时间(分钟) 

试验组1 9.4 15 

试验组2 8.1 20 

[0040] 备注：分值越高品质越高，加工时间为样品水分≤7％(固体饮料标准)所用加工时

间。

[0041] 通过上述对比试验可知晓本发明的海参蛋白固体饮料过滤设备所加工得到的固

体饮料品质优异。

[0042] 上述实施例中涉及的常规技术为现有技术，故在此不再详细赘述。

[0043]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详细说明，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

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原则范围内所做的任何修改、

补充或类似方式替代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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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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