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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

统，其包括原料混合装置，还包括第一分离装置、

第二分离装置、第三分离装置以及第四分离装

置，原料混合装置、第一分离装置、第二分离装

置、第三分离装置以及第四分离装置相互连通。

本实用新型先利用三相卧螺离心机对面糊进行

离心分离，初步离心分离之后得到的谷芫粉和B

淀粉混合物质、A淀粉以及戊聚糖工艺水需要进

行进一步的分离处理，能够充分的将小麦淀粉中

的各种物质提纯出来，从而能够保证小麦淀粉提

纯中的充分循环，保证对小麦淀粉的充分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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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包括原料混合装置(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分离

装置(2)、第二分离装置(3)、第三分离装置(4)以及第四分离装置(5)，所述原料混合装置

(1)包括和面机(101)以及与和面机(101)出料口相连通的热化罐(102)，所述热化罐(102)

的出料口处设置有第一螺旋输送机(103)，所述第一螺旋输送机(103)连通有第一输送管道

(104)；

所述第一分离装置(2)包括与第一输送管道(104)相连通的三相卧螺离心机(201)，所

述三相卧螺离心机(201)上设置有第一固相出料口(202)、重相液出料口(203)以及第一轻

相液出料口(204)，所述第一固相出料口(202)连通有第一搅拌罐(205)，所述重相液出料口

(203)连通有第二搅拌罐(206)，所述第一轻相液出料口(204)连通有第一储料罐(207)；

所述第二分离装置(3)包括与第一搅拌罐(205)相连通的第一二相卧螺离心机(301)第

二分离装置(3)，所述第一二相卧螺离心机(301)第二分离装置(3)上设置有第二固相出料

口(302)和第二轻相液出料口(303)，所述第二固相出料口(302)连通有第三搅拌罐(304)，

所述第二轻相液出料口(303)连通有第二储料罐(305)；

所述第三分离装置(4)包括与第二搅拌罐(206)相连通的第二二相卧螺离心机(401)，

所述第二二相卧螺离心机(401)上设置有第三固相出料口(402)和第三轻相液出料口

(403)，所述第三固相出料口(402)连通有第三储料罐(404)，所述第三轻相液出料口(403)

连通有第四储料罐(405)；

所述第四分离装置(5)包括与第一储料罐(207)相连通的第三二相卧螺离心机(501)，

所述第三二相卧螺离心机(501)上设置有第四固相出料口(502)和第四轻相液出料口

(503)，所述第四固相出料口(502)连通有第四搅拌罐(504)，所述第四轻相液出料口(503)

连通有第五储料罐(505)；

所述第二轻相液出料口(303)、第三轻相液出料口(403)以及第四轻相液出料口(503)

均连通有工艺水储料罐(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搅拌罐

(206)与第二二相卧螺离心机(401)之间设置有面筋曲筛(7)，所述第四搅拌罐(504)与面筋

曲筛(7)相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面筋曲筛(7)

上设置有第一出料管(71)和第二出料管(72)，所述第一出料管(71)与第二二相卧螺离心机

(401)相连通，所述第二出料管(72)连通有面筋洗涤圆筛(8)，所述面筋洗涤圆筛(8)上设置

有第三出料管(81)和第四出料管(82)，所述第四出料管(82)与工艺水储料罐(6)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搅拌罐

(205)与第一二相卧螺离心机(301)之间设置有纤维分离离心筛(9)，所述纤维分离离心筛

(9)上设置有第五出料管(91)和第六出料管(92)，所述第五出料管(91)与第一二相卧螺离

心机(301)第二分离装置(3)相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和面机(101)

上连通有蒸汽管道(1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螺旋输送

机(103)与三相卧螺离心机(201)之间设置有均质机(1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混合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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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还包括面粉储料仓(105)、设置在面粉储料仓(105)下方的计量秤(106)，所述计量秤

(106)的下方设置有第二螺旋输送机(107)，所述第二螺旋输送机(107)与和面机(101)相连

通。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工艺水储料罐

(6)连通有污水净化处理装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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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小麦淀粉提纯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小麦蛋白粉、戊聚糖作为一种可再生的聚合物，是通过湿法加工小麦淀粉等中获

得。小麦蛋白粉可用于生产食品、饲料、水产养殖、素食品加工、保健食品等。戊聚糖可使用

保健品、食品、饲料、肠类制品等保湿保水剂，其吸水量是其本身重量的五倍。近年来由于食

品、化工和医药行业的发展，蛋白粉、戊聚糖的用量也在逐年增加。

[0003] 工业化生产小麦淀粉是一种湿法物理分离过程，根据分离方法的不同，生产方法

常有马丁法、瑞休法、旋流法和三相卧螺法等。目前提取小麦淀粉比较先进的方法为三相卧

螺法，三相卧螺工艺是德国开发的一种较新型的小麦淀粉与谷芫粉分离方法。它因工艺中

采用了独特的专利技术——三相卧螺分离机而得名。无论哪一种分离方法均先将面粉加水

混合形成微米至毫米级大小的蛋白质聚合物，利用面粉与水混合形成的面浆混合物中淀粉

和蛋白质物理性质的不同将其分开。它们在分散体系中聚集成小颗粒的蛋白质基质，然后

淀粉和蛋白质的分离通过卧式螺旋离心机实现。

[0004] 对于用小麦副产品生产戊聚糖的方法，公开号为CN102633910A的实用新型专利文

件公开了一种从小麦副产品中提取戊聚糖的方法。小麦副产品预按照液固比1:5～10比例

添加温度20-45℃的温水，进行搅拌洗涤10-30分钟，用双层纱布过滤杂质，木瓜蛋白酶酶解

1～2h，90℃下灭蛋白酶，同时使淀粉糊化，耐高温α-淀粉酶酶解；过滤后烘干，加碱碱解得

到去蛋白去淀粉麦麸；尼龙布过滤得戊聚糖液。

[0005] 上述技术方案虽然能够对小麦淀粉中的戊聚糖液进行提取，但是在提取过程中采

用麸皮、小麦淀粉等小麦的副产品，对于生产小麦淀粉产生的副产品轻相液没有很好的利

用，造成了浪费，造成加工成本提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充分循环加工的小麦淀

粉水洗提纯系统。

[0007]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8] 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包括原料混合装置，还包括第一分离装置、第二分离

装置、第三分离装置以及第四分离装置，所述原料混合装置包括和面机以及与和面机出料

口相连通的热化罐，所述热化罐的出料口处设置有第一螺旋输送机，所述第一螺旋输送机

连通有第一输送管道；

[0009] 所述第一分离装置包括与第一输送管道相连通的三相卧螺离心机，所述三相卧螺

离心机上设置有第一固相出料口、重相液出料口以及第一轻相液出料口，所述第一固相出

料口连通有第一搅拌罐，所述重相液出料口连通有第二搅拌罐，所述第一轻相液出料口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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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有第一储料罐；

[0010] 所述第二分离装置包括与第一搅拌罐相连通的第一二相卧螺离心机，所述第一二

相卧螺离心机上设置有第二固相出料口和第二轻相液出料口，所述第二固相出料口连通有

第三搅拌罐，所述第二轻相液出料口连通有第二储料罐；

[0011] 所述第三分离装置包括与第二搅拌罐相连通的第二二相卧螺离心机，所述第二二

相卧螺离心机上设置有第三固相出料口和第三轻相液出料口，所述第三固相出料口连通有

第三储料罐，所述第三轻相液出料口连通有第四储料罐；

[0012] 所述第四分离装置包括与第一储料罐相连通的第三二相卧螺离心机，所述第三二

相卧螺离心机上设置有第四固相出料口和第四轻相液出料口，所述第四固相出料口连通有

第四搅拌罐，所述第四轻相液出料口连通有第五储料罐；

[0013] 所述第二轻相液出料口、第三轻相液出料口以及第四轻相液出料口均连通有工艺

水储料罐。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小麦原料搅拌混合之后，先利用三相卧螺离心机对小

麦淀粉原料进行离心分离，初步离心分离之后A淀粉从第一固相出料口中出料，谷芫粉和B

淀粉混合物质从重相液出料口中出料，戊聚糖工艺水从第一轻相液出料口中出料。分离之

后的A淀粉进入到第一二相卧螺离心机中进行进一步的分离，能够充分的将A淀粉中的工艺

水分离出来，保证A淀粉的纯度，提高加工精度。分离之后的B淀粉进一步进入第二二相卧螺

离心机中进行离心分离，能够进一步提高B淀粉分离之后的纯度。戊聚糖工艺水可以进一步

分离出B淀粉，从而能够保证对小麦淀粉的充分循环分离，对生产小麦淀粉产生的副产品轻

相液能够充分的利用，避免浪费，降低加工成本。同时在加工过程中分离的工艺水能够进行

收集至工艺水储料罐中，从而能够对小麦淀粉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物质进行充分的循环利

用。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二搅拌罐与第二二相卧螺离心机之间设置有面

筋曲筛，所述第四搅拌罐与面筋曲筛相连通。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其中谷芫粉和B淀粉混合物质经过面筋曲筛水洗筛分之

后能够将谷芫粉和B淀粉混合物质中含有的大部分工艺水筛分分离出去，能够进一步提高

谷芫粉和B淀粉混合物质的纯度，同时能够缩短对谷芫粉和B淀粉混合物质后续处理工序中

的处理时间，提高分离提纯的效率，并且能够进一步提高B  淀粉的纯度，保证小麦淀粉副产

品的充分分离。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面筋曲筛上设置有第一出料管和第二出料管，所

述第一出料管与第二二相卧螺离心机相连通，所述第二出料管连通有面筋洗涤圆筛，所述

面筋洗涤圆筛上设置有第三出料管和第四出料管，所述第四出料管与工艺水储料罐相连

通。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面筋曲筛分离出来的谷芫粉会通过第二出料管进入到面

筋洗涤圆筛中进行水洗筛分，能够将谷芫粉中的工艺水和杂质筛分出来，充分对小麦淀粉

的副产品进行处理，同时分离出来的工艺水可以收集集中利用，保证小麦淀粉分离出的物

质进行充分循环利用。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搅拌罐与第一二相卧螺离心机之间设置有纤

维分离离心筛，所述纤维分离离心筛上设置有第五出料管和第六出料管，所述第五出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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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二相卧螺离心机相连通。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纤维分离离心筛能够将A淀粉中含有的工艺水以及纤维

分离筛分出去，从而能够保证A淀粉的纯度，同时对小麦淀粉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物质进行充

分的循环利用。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和面机上连通有蒸汽管道。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和面机进行搅拌和面的过程中能够将蒸汽通入到和面

机中，增加和面时的温度，从而能够使搅拌产出的面糊更加的均匀，保证小麦淀粉的提纯效

率。

[002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螺旋输送机与三相卧螺离心机之间设置有均

质机。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均质机的设置能够使小麦粉与水的混合更加的均匀，减

少面糊中的颗粒物，从而提高提纯精确度。

[002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原料混合装置还包括面粉储料仓、设置在面粉储

料仓下方的计量秤，所述计量秤的下方设置有第二螺旋输送机，所述第二螺旋输送机与和

面机相连通。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和面的时候能够较为精准的计量原料，从而能够保证

小麦淀粉提纯的精度。

[002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工艺水储料罐连通有污水净化处理装置。

[002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污水净化处理装置能够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可以对污

水进行二次利用，能够降低生产成本。

[0029]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30] 1、先利用三相卧螺离心机对面糊进行离心分离，初步离心分离之后得到的谷芫粉

和B淀粉混合物质、A淀粉以及戊聚糖工艺水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离处理，能够充分的将小

麦淀粉中的各种物质提纯出来，从而能够保证小麦淀粉提纯中的充分循环，保证对小麦淀

粉的充分提纯；

[0031] 2、在加工过程中分离的工艺水能够进行收集至工艺水储料罐中，从而能够对小麦

淀粉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物质进行充分的循环利用；

[0032] 3、面筋曲筛、面筋洗涤圆筛以及纤维分离离心筛的水洗分离能够进一步提高小麦

淀粉在提纯过程中的精纯度，同时对小麦淀粉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物质进行充分的循环利

用；

[0033] 4、污水净化处理装置能够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可以对污水进行二次利用，能够

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的整体框架示意图；

[0035] 图2是原料混合装置的具体示意图；

[0036] 图3是第一分离装置的具体示意图；

[0037] 图4是第二分离装置的具体示意图；

[0038] 图5是第三分离装置以及第四分离装置的具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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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图中，1、原料混合装置；101、和面机；102、热化罐；103、第一螺旋输送机；104、第一

输送管道；105、面粉储料仓；106、计量秤；107、第二螺旋输送机；2、第一分离装置；201、三相

卧螺离心机；202、第一固相出料口；203、重相液出料口；204、第一轻相液出料口；205、第一

搅拌罐；206、第二搅拌罐；207、第一储料罐；3、第二分离装置；301、第一二相卧螺离心机；

302、第二固相出料口；303、第二轻相液出料口；304、第三搅拌罐；305、第二储料罐；4、第三

分离装置；401、第二二相卧螺离心机；402、第三固相出料口；403、第三轻相液出料口；404、

第三储料罐；405、第四储料罐；5、第四分离装置；501、第三二相卧螺离心机；502、第四固相

出料口；503、第四轻相液出料口；504、第四搅拌罐；505、第五储料罐；6、工艺水储料罐；7、面

筋曲筛；71、第一出料管；72、第二出料管；8、面筋洗涤圆筛；81、第三出料管；82、第四出料

管；9、纤维分离离心筛；91、第五出料管；92、第六出料管；10、蒸汽管道；11、均质机；12、污水

净化处理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1] 实施例：一种小麦淀粉水洗提纯系统，参照图1，包括原料混合装置1，还包括第一

分离装置2、第二分离装置3、第三分离装置4以及第四分离装置5，原料混合装置1、第一分离

装置2、第二分离装置3、第三分离装置4以及第四分离装置5相互连通，小麦淀粉在提纯的过

程中能够在提纯系统中形成封闭的循环过程，保证对小麦淀粉的充分分离，降低生产成本。

[0042] 参照图2，原料混合装置1包括面粉储料仓105、设置在面粉储料仓105下方的计量

秤106、设置在计量秤106下方的第二螺旋输送机107、与第二螺旋输送机107相连通的和面

机101以及与和面机101出料口相连通的热化罐102，和面机101上设置有进料口和蒸汽管道

10，热化罐102的出料口处设置有第一螺旋输送机103，第一螺旋输送机103连通有第一输送

管道104，第一输送管道104连通有均质机11。

[0043] 在原料生产的时候，将小麦粉、新鲜水以及工艺水从进料口中投入到和面机101

内，在和面机101运行的时候，向蒸汽管道10中通入高温蒸汽，能够使面粉与水在混合的时

候更加的均匀，混合搅拌之后的面浆进入到热化罐102中，对面浆加热的过程中，使面粉的

混合更加的充分，同时均质机11能够进一步的使面粉和水充分的混合。

[0044] 参照图3，第一分离装置2包括与第一输送管道104相连通的三相卧螺离心机201，

三相卧螺离心机201上设置有第一固相出料口202、重相液出料口203以及第一轻相液出料

口204，混合好之后的原料进入到三相卧螺离心机201中进行离心分离，分离出的A淀粉、谷

芫粉和B淀粉混合物质以及戊聚糖工艺水分别从第一固相出料口202、重相液出料口203以

及第一轻相液出料口204中出料，第一固相出料口202连通有第一搅拌罐205，A淀粉进入到

第一搅拌罐205中进行搅拌，能够进一步将A淀粉中的工艺水分离出来，重相液出料口203连

通有第二搅拌罐206，谷芫粉和B淀粉混合物质进入到第二搅拌罐206中，第一轻相液出料口

204连通有第一储料罐207，戊聚糖工艺水进入到第一储料罐207中，第一储料罐207连通有

工艺水储料罐6（参照图1），工艺水储料罐6能够对加工过程中的工艺水进行收集。

[0045] 参照图3，第一搅拌罐205中的A淀粉通过螺旋输送器输送至纤维分离离心筛9中，

限位分离离心筛能够将A淀粉中的纤维分离出来，提高A淀粉的纯度，纤维分离离心筛9上设

置有第五出料管91和第六出料管92，纤维从第六出料管92中排出，经过干燥之后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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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粉。

[0046] 参照图4，第二分离装置3包括与第五出料管91相连通的第一二相卧螺离心机301，

第一二相卧螺离心机301上设置有第二固相出料口302和第二轻相液出料口303，第二固相

出料口302连通有第三搅拌罐304，第二轻相液出料口303连通有第二储料罐305，更加精纯

的A淀粉从第二固相出料口302分离出料进入到第三搅拌罐304中进一步搅拌，搅拌之后经

过干燥得到A淀粉，工艺水从第二轻相液出料口303中排出进入到第二储料罐305中，第二储

料罐305与工艺水储料罐6相连通（参照图1），可以进行后续的收集利用。

[0047] 参照图5，第二搅拌罐206连通有面筋曲筛7，第二搅拌罐206中的谷芫粉和B淀粉混

合物质经过螺旋输送进入到面筋曲筛7中，面筋曲筛7谷芫粉上设置有第一出料管71和第二

出料管72，谷芫粉和B淀粉混合物质水洗筛分之后，B淀粉与谷芫粉分离开，B淀粉通过第一

出料管71输送至下一工序进行进一步的分离处理。

[0048] 参照图5，第二出料管72连通有面筋洗涤圆筛8，谷芫粉进入到面筋洗涤圆筛8中进

行水洗分离，能够对谷芫粉中的工艺水进行进一步的分离，面筋洗涤圆筛8上设置有第三出

料管81和第四出料管82，分离之后的谷芫粉进入到第三出料管81中进行干燥，干燥之后得

到谷芫粉，工艺水进入第四出料管82中，第四出料管82与工艺水储料罐6相连通。

[0049] 参照图5，第三分离装置4包括与第一出料管71相连通的第二二相卧螺离心机401，

第二二相卧螺离心机401上设置有第三固相出料口402和第三轻相液出料口403，第二二相

卧螺离心机401对初步分离之后的B淀粉进行分离处理，第三固相出料口402连通有第三储

料罐404，分离之后的B淀粉进入到第三储料罐404中，经过干燥之后得到B  淀粉，第三轻相

液出料口403连通有第四储料罐405，工艺水从第三轻相液出料口403排出至第四储料罐405

中，第四储料罐405与工艺水储料罐6相连通（参照图1）。

[0050] 参照图5，第四分离装置5包括与第一储料罐207相连通的第三二相卧螺离心机

501，第三二相卧螺离心机501上设置有第四固相出料口502和第四轻相液出料口503，第三

二相卧螺离心机501能够对戊聚糖工艺水进行进一步的离心分离，能够将戊聚糖工艺水中

的B淀粉分离出来，第四固相出料口502连通有第四搅拌罐504，B  淀粉从第四固相出料口

502中进入到第四搅拌罐504中，第四搅拌罐504与面筋曲筛7相连通，第四搅拌罐504中的B

淀粉在搅拌之后通过螺旋输送器输送至面筋曲筛7中进行循环分离，第四轻相液出料口503

连通有第五储料罐505，第五储料罐505与工艺水储料罐6相连通（参照图1），分离出来的工

艺水进入到工艺水储料罐6收集起来。

[0051] 参照图1，工艺水储料罐6连通有污水净化处理装置12，污水净化处理装置12能够

对工艺水进行过滤净化处理，处理之后的工艺水可以继续用来和面，能够对工艺水进行循

环利用。

[0052]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对小麦淀粉初步分离出来的谷芫粉和B淀粉混合物质、A

淀粉以及戊聚糖工艺水进行充分的循环分离，并且在循环分离中能够对分离出来的工艺水

和废水进行收集，使小麦淀粉在提纯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封闭的循环状态，能够充分的利用

小麦淀粉中的能源，降低生产成本。

[0053]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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