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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

置，包括滤筒架结构、滤筒结构和管道结构，所述

管道结构与滤筒结构通过管道连通，所述滤筒结

构安装在滤筒架结构的上方，所述滤筒架结构包

括滤筒架底板，本发明的滤筒安装在滤筒架上，

滤筒架上设置有滤筒限位杆，滤筒限位杆通过挤

压弧板挤压限位滤筒，更便于滤筒的安装以及拆

卸维护；且滤筒的顶端设置有滤筒密封杆，滤筒

密封杆通过底端的密封盘和滤筒连接，拆卸简单

方便，且便于限位密封滤芯；同时管道结构上设

置有检测器、电磁阀以及控制器盒等，当检测到

乳糖醇溶液过滤效果变差时，可以及时切换到备

用滤筒结构上进行过滤，更有利于乳糖醇溶液的

过滤工作，实用性更强。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6页

CN 113856308 A

2021.12.31

CN
 1
13
85
63
08
 A



1.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包括滤筒架结构（1）、滤筒结构（2）和管道结构（3），

所述管道结构（3）与滤筒结构（2）通过管道连通，所述滤筒结构（2）安装在滤筒架结构（1）的

上方，其特征在于：所述滤筒架结构（1）包括滤筒架底板（101），所述滤筒架底板（101）的底

端四个端点处均设置有底板支撑腿（102），且滤筒架底板（101）的内部均匀开设有滤筒限位

槽（104），所述滤筒架底板（101）对应滤筒限位槽（104）的一侧对称设置有滤筒限位杆

（103），所述滤筒限位杆（103）的底端设置有限位杆加强座（105），且滤筒限位杆（103）的内

部贯穿有挤压螺杆（106），所述挤压螺杆（106）的一端固定有螺杆限位头（162），且挤压螺杆

（106）的另一端设置有螺杆转头（161），所述挤压螺杆（106）的一端嵌套有挤压弧板（107），

所述挤压弧板（107）的一侧中心设置有弧板安装头（171），且挤压弧板（107）的另一侧粘接

固定有橡胶垫（172），所述弧板安装头（171）的一侧开设有转头限位槽（173），且弧板安装头

（171）通过转头限位槽（173）与挤压螺杆（106）安装连接，所述转头限位槽（173）和螺杆限位

头（162）的尺寸相适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筒结构

（2）包括主滤筒结构和备用滤筒结构，所述主滤筒结构以及备用滤筒结构均包括滤筒A

（201）和滤筒B（202），所述滤筒A（201）以及滤筒B（202）的顶端均固定有滤筒密封杆（203），

且滤筒A（201）的底端设置有进水管头A（212），所述滤筒A（201）的顶端一侧设置有出水管头

A（211），且滤筒A（201）的内部设置有杂质滤芯（213），所述滤筒B（202）的底端设置有进水管

头B（222），且滤筒B（202）的顶端一侧设置有出水管头B（221），所述滤筒B（202）的内部设置

有活性炭滤芯（22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筒密封杆

（203）的底端设置有密封盘（232），且滤筒密封杆（203）的顶端贯穿有把手（231），所述密封

盘（232）外圈设置有螺纹，且密封盘（232）的底表面中心通过螺栓固定有滤芯限位头（233），

所述滤芯限位头（233）的中心开设有螺栓孔（235），且滤芯限位头（233）的外侧嵌套有密封

橡胶圈（234），所述螺栓孔（235）的内部嵌入有密封塞（236）。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道结构

（3）包括主输料管道（301）和检测器（302），所述主输料管道（301）的尾端嵌套有三通（305），

所述三通（305）的两端均嵌入有副管道（303），所述副管道（303）的一端设置有电磁阀

（304），且副管道（303）的尾端设置有两通（308），其中一所述两通（308）和进水管头A（212）

通过管道连通，且另一所述两通（308）和进水管头B（222）通过管道连通，所述副管道（303）

的外侧卡合有控制器安装架（306），所述控制器安装架（306）的上表面固定有控制器盒

（307），所述检测器（302）的一侧设置有检测管（309），且检测器（302）共设置有两个，所述检

测器（302）通过检测管（309）与出水管头B（221）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盘

（232）和滤筒A（201）或滤筒B（202）通过螺纹旋合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挤压螺杆

（106）和滤筒限位杆（103）通过螺纹旋合连接，所述螺杆限位头（162）和挤压螺杆（106）通过

螺栓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管头A

（211）和进水管头B（222）之间通过管道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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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器

（302）和控制器盒（307）为电线连接，所述电磁阀（304）和控制器盒（307）也为电线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滤筒限位槽

（104）和滤筒A（201）或滤筒B（202）的尺寸相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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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乳糖醇过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乳糖醇是12碳糖醇，可由乳糖经触媒氢化制得，有无水型和含有一个结合水的2种

产品，甜味爽口，常与高甜度甜味剂结合使用，无后味，吸湿性低，溶解度高，其相对分子质

量与蔗糖相似，对水分活度的影响也与蔗糖相似，在酸性及碱性条件下均稳定，在食品加工

的高温条件下也十分稳定。乳糖醇适用于许多食品，例如烘焙食品、涂糖衣的糖果以及冷冻

含乳甜食等。

[0003] 乳糖醇的制备工艺，主要工艺过程为将乳糖配成溶液，调pH7.0～8.0，加入固形物

质量5～10％的雷尼镍催化剂，经过2.0～3.0h的氢化反应后得到氢化液，氢化反应的最高

温度125～140℃，经过活性炭脱色、满室床离子交换后得到净化液，再经过浓缩、结晶、离心

和烘干后得到结晶乳糖醇。

[0004] 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即带有活性炭滤芯的过滤器，目前的乳糖醇生产用的净

化器不便于拆卸维护，安装起来比较麻烦，实用性较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包括

滤筒架结构、滤筒结构和管道结构，所述管道结构与滤筒结构通过管道连通，所述滤筒结构

安装在滤筒架结构的上方，所述滤筒架结构包括滤筒架底板，所述滤筒架底板的底端四个

端点处均设置有底板支撑腿，且滤筒架底板的内部均匀开设有滤筒限位槽，所述滤筒架底

板对应滤筒限位槽的一侧对称设置有滤筒限位杆，所述滤筒限位杆的底端设置有限位杆加

强座，且滤筒限位杆的内部贯穿有挤压螺杆，所述挤压螺杆的一端固定有螺杆限位头，且挤

压螺杆的另一端设置有螺杆转头，所述挤压螺杆的一端嵌套有挤压弧板，所述挤压弧板的

一侧中心设置有弧板安装头，且挤压弧板的另一侧粘接固定有橡胶垫，所述弧板安装头的

一侧开设有转头限位槽，且弧板安装头通过转头限位槽与挤压螺杆安装连接，所述转头限

位槽和螺杆限位头的尺寸相适配。

[0007] 优选的，所述滤筒结构包括主滤筒结构和备用滤筒结构，所述主滤筒结构以及备

用滤筒结构均包括滤筒A和滤筒B，所述滤筒A以及滤筒B的顶端均固定有滤筒密封杆，且滤

筒A的底端设置有进水管头A，所述滤筒A的顶端一侧设置有出水管头A，且滤筒A的内部设置

有杂质滤芯，所述滤筒B的底端设置有进水管头B，且滤筒B的顶端一侧设置有出水管头B，所

述滤筒B的内部设置有活性炭滤芯。

[0008] 优选的，所述滤筒密封杆的底端设置有密封盘，且滤筒密封杆的顶端贯穿有把手，

所述密封盘外圈设置有螺纹，且密封盘的底表面中心通过螺栓固定有滤芯限位头，所述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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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限位头的中心开设有螺栓孔，且滤芯限位头的外侧嵌套有密封橡胶圈，所述螺栓孔的内

部嵌入有密封塞。

[0009] 优选的，所述管道结构包括主输料管道和检测器，所述主输料管道的尾端嵌套有

三通，所述三通的两端均嵌入有副管道，所述副管道的一端设置有电磁阀，且副管道的尾端

设置有两通，其中一所述两通和进水管头A通过管道连通，且另一所述两通和进水管头B通

过管道连通，所述副管道的外侧卡合有控制器安装架，所述控制器安装架的上表面固定有

控制器盒，所述检测器的一侧设置有检测管，且检测器共设置有两个，所述检测器通过检测

管与出水管头B连通。

[0010] 优选的，所述密封盘和滤筒A或滤筒B通过螺纹旋合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挤压螺杆和滤筒限位杆通过螺纹旋合连接，所述螺杆限位头和挤压

螺杆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出水管头A和进水管头B之间通过管道连通。

[0013] 优选的，所述检测器和控制器盒为电线连接，所述电磁阀和控制器盒也为电线连

接。

[0014] 优选的，所述滤筒限位槽和滤筒A或滤筒B的尺寸相适配。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滤筒安装在滤筒架上，滤筒架上

设置有滤筒限位杆，滤筒限位杆通过挤压弧板挤压限位滤筒，更便于滤筒的安装以及拆卸

维护；且滤筒的顶端设置有滤筒密封杆，滤筒密封杆通过底端的密封盘和滤筒连接，拆卸简

单方便，且便于限位密封滤芯；同时管道结构上设置有检测器、电磁阀以及控制器盒等，当

检测到乳糖醇溶液过滤效果变差时，可以及时切换到备用滤筒结构上进行过滤，更有利于

乳糖醇溶液的过滤工作，实用性更强。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滤筒架结构，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挤压螺杆以及挤压弧板安装方式，爆炸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的主输料管道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的检测器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的滤筒A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的滤筒A爆炸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的滤筒B爆炸结构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的滤筒密封杆爆炸结构示意图；

图中：1、滤筒架结构；101、滤筒架底板；102、底板支撑腿；103、滤筒限位杆；104、滤

筒限位槽；105、限位杆加强座；106、挤压螺杆；161、螺杆转头；162、螺杆限位头；107、挤压弧

板；171、弧板安装头；172、橡胶垫；173、转头限位槽；2、滤筒结构；201、滤筒A；211、出水管头

A；212、进水管头A；213、杂质滤芯；202、滤筒B；221、出水管头B；222、进水管头B；223、活性炭

滤芯；203、滤筒密封杆；231、把手；232、密封盘；233、滤芯限位头；234、密封橡胶圈；235、螺

栓孔；236、密封塞；3、管道结构；301、主输料管道；302、检测器；303、副管道；304、电磁阀；

305、三通；306、控制器安装架；307、控制器盒；308、两通；309、检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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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0018] 请参阅图1‑图9，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乳糖醇生产用的净化装置，包括

滤筒架结构1、滤筒结构2和管道结构3，管道结构3与滤筒结构2通过管道连通，滤筒结构2安

装在滤筒架结构1的上方，滤筒架结构1包括滤筒架底板101，滤筒架底板101的底端四个端

点处均设置有底板支撑腿102，且滤筒架底板101的内部均匀开设有滤筒限位槽104，滤筒架

底板101对应滤筒限位槽104的一侧对称设置有滤筒限位杆103，滤筒限位杆103的底端设置

有限位杆加强座105，且滤筒限位杆103的内部贯穿有挤压螺杆106，挤压螺杆106的一端固

定有螺杆限位头162，且挤压螺杆106的另一端设置有螺杆转头161，挤压螺杆106的一端嵌

套有挤压弧板107，挤压弧板107的一侧中心设置有弧板安装头171，且挤压弧板107的另一

侧粘接固定有橡胶垫172，弧板安装头171的一侧开设有转头限位槽173，且弧板安装头171

通过转头限位槽173与挤压螺杆106安装连接，转头限位槽173和螺杆限位头162的尺寸相适

配。

[0019] 为了使滤芯和滤筒之间便于安装更换的同时，密封严密，本实施例中，优选的，滤

筒结构2包括主滤筒结构和备用滤筒结构，主滤筒结构以及备用滤筒结构均包括滤筒A201

和滤筒B202，滤筒A201以及滤筒B202的顶端均固定有滤筒密封杆203，且滤筒A201的底端设

置有进水管头A212，滤筒A201的顶端一侧设置有出水管头A211，且滤筒A201的内部设置有

杂质滤芯213，滤筒B202的底端设置有进水管头B222，且滤筒B202的顶端一侧设置有出水管

头B221，滤筒B202的内部设置有活性炭滤芯223。

[0020] 为了使滤芯和滤筒之间密封严密，本实施例中，优选的，滤筒密封杆203的底端设

置有密封盘232，且滤筒密封杆203的顶端贯穿有把手231，密封盘232外圈设置有螺纹，且密

封盘232的底表面中心通过螺栓固定有滤芯限位头233，滤芯限位头233的中心开设有螺栓

孔235，且滤芯限位头233的外侧嵌套有密封橡胶圈234，螺栓孔235的内部嵌入有密封塞

236。

[0021] 为了使便于切换主滤筒结构和备用滤筒结构，以便于更好的过滤乳糖醇溶液，本

实施例中，优选的，管道结构3包括主输料管道301和检测器302，主输料管道301的尾端嵌套

有三通305，三通305的两端均嵌入有副管道303，副管道303的一端设置有电磁阀304，且副

管道303的尾端设置有两通308，其中一两通308和进水管头A212通过管道连通，且另一两通

308和进水管头B222通过管道连通，副管道303的外侧卡合有控制器安装架306，控制器安装

架306的上表面固定有控制器盒307，检测器302的一侧设置有检测管309，且检测器302共设

置有两个，检测器302通过检测管309与出水管头B221连通。

[0022] 为了使密封盘232便于安装，本实施例中，优选的，密封盘232和滤筒A201或滤筒

B202通过螺纹旋合连接。

[0023] 为了使滤筒A201或滤筒B202便于安装以及拆卸检修维护，本实施例中，优选的，挤

压螺杆106和滤筒限位杆103通过螺纹旋合连接，螺杆限位头162和挤压螺杆106通过螺栓固

定连接。

[0024] 为了使乳糖醇溶液能够经杂质滤芯213以及活性炭滤芯223两道过滤，本实施例

中，优选的，出水管头A211和进水管头B222之间通过管道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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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为了使控制器盒307便于检测过滤情况，以及便于控制电磁阀的开关，本实施例

中，优选的，检测器302和控制器盒307为电线连接，电磁阀304和控制器盒307也为电线连

接，检测器302的检测原理为，透射光谱检测，通过检测流经检测器302的乳糖醇溶液的透光

率，若活性炭滤芯223过滤达到饱和，色素过滤变差，则乳糖醇溶液透光率降低，检测器302

将透光参数输送至控制器盒307，控制器盒307为PLC控制器，当透光参数到达设定值时，则

控制器盒307控制主滤筒结构的电磁阀304关闭，控制备用滤筒结构的电磁阀304打开，则乳

糖醇溶液经备用滤筒结构进行过滤，对主滤筒结构中的滤芯进行拆卸更换即可。

[0026] 检测器302的检测方式以及控制器盒307中的PLC控制器均为现有技术。

[0027] 为了使滤筒A201以及滤筒B202便于安装，本实施例中，优选的，滤筒限位槽104和

滤筒A201或滤筒B202的尺寸相适配。

[002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本发明安装好过后，首先检查本发明的安装固定

以及安全防护，然后就可以使用了，使用时，当需要安装滤筒A201或滤筒B202时，旋合拧松

挤压螺杆106即可，当需要更换滤芯时，旋合拆卸掉滤筒密封杆203即可，乳糖醇溶液过滤流

程为：乳糖醇溶液依次经过主输料管道301、副管道303、滤筒A201、滤筒B202、检测管309以

及检测器302，检测器302通过透光率，检测乳糖醇溶液中色素的含量，当含量达到一定指数

时，控制器盒307发出闭合指令，控制主滤筒结构的电磁阀304关闭，控制备用滤筒结构的电

磁阀304打开，则乳糖醇溶液经备用滤筒结构进行过滤，对主滤筒结构中的滤芯进行拆卸更

换即可。

[0029]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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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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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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