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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S1：

谷物破碎，S2：谷物杀菌，S3：干湿分离，S4：水磨

分筛，S5：产品收集，S6：产品速冻，本发明通过对

谷物进行拍击粉碎，对谷物表皮残留的麸皮进行

去除以及较大的谷物进行快速粉碎，使得谷物表

面洁净，同时避免较大的颗粒物堆积堵塞出料口

的情况出现，并通过持续的杀菌保证了产品后续

生产的无菌化，对杀菌后的产品进行干湿分离避

免大量的水快速的进入到研磨位置，从而保证了

粉末溶液的浓度，避免浓度过低影响干燥的效

率，通过水磨避免粉末过干导致的扬尘和粉末潮

湿堆积的情况出现，保证了产品的正常生产，同

时保证了产品的生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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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谷物破碎：通过支撑架(1)、传动电机(402)、正向搅拌架(404)、反向搅拌架(405)和

旋转拍击板(410)对谷物进行持续循环的拍击，将谷物表面的麸皮和谷物本身进行撞击分

离粉碎；

S2：谷物杀菌：通过杀菌桶(401)、正向搅拌架(404)和反向搅拌架(405)对谷物和水进

行加热混合，通过巴氏杀菌原理对谷物进行杀菌消毒；

S3：干湿分离：通过内环分离桶(501)和分离网板(502)对谷物和水进行分离，并通过限

制卡接板对谷物的排出时间进行限制，避免短时间出料过快堆积堵塞排料孔(507)，并通过

推料架(506)对物料进行均匀分布；

S4：水磨分筛：通过研磨电机(202)、旋转研磨盘(205)和固定研磨盘(208)对谷物进行

研磨，并在研磨的同时通过固定推料板(207)进行持续均匀的推料，保证了物料的稳定进

入，同时通过进水管(223)供水对内部进行持续冲洗，避免粉尘堆积影响研磨的情况出现；

S5：产品收集：通过分离筛网(212)、下料斗(220)和存放箱(307)对产品进行快速的收

集，并在收集的同时通过振动电机(305)、弹性软管(308)和摇摆球(310)对产品进行搅拌，

避免出现沉淀板结的情况；

S6：产品速冻：通过下压电推杆(315)带动冷却盒(316)快速的供给液化干冰，加快冷冻

的速度，进一步避免板结的情况出现，从而保证了粉化的效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1)一侧安

装有水磨组件(2)，所述水磨组件(2)包括研磨桶(201)、研磨电机(202)、研磨传动杆(203)、

固定存放盒(204)、旋转研磨盘(205)、下料槽(206)、固定推料板(207)、固定研磨盘(208)、

上升弹簧(209)、固定支撑板(210)、排液口(211)、分离筛网(212)、卡接限位块(213)、固定

收集盒(214)、吸附电磁铁(215)、弹簧卡接柱(216)、排出推动板(217)、拿取口(218)、防护

密封板(219)、下料斗(220)、进水槽(221)、进水管(222)、输料管(223)和电动限制阀(224)；

所述支撑架(1)中部卡接有研磨桶(201)，所述研磨桶(201)内侧通过电机座安装有研

磨电机(202)，所述研磨电机(202)输出轴与研磨传动杆(203)固定连接，所述研磨桶(201)

内侧顶端卡接有固定存放盒(204)，所述研磨传动杆(203)侧端靠近固定存放盒(204)位置

处焊接有旋转研磨盘(205)，所述固定存放盒(204)和旋转研磨盘(205)顶端均开设有下料

槽(206)，所述研磨传动杆(203)侧端对应固定存放盒(204)内侧焊接有固定推料板(207)，

所述研磨传动杆(203)侧端靠近旋转研磨盘(205)位置处套接有固定研磨盘(208)，所述固

定研磨盘(208)底端焊接有上升弹簧(209)，所述上升弹簧(209)底端点焊安装与固定支撑

板(210)顶端，所述固定支撑板(210)与研磨桶(201)焊接连接，所述固定研磨盘(208)侧端

等距开设有若干个排液口(211)；

所述研磨传动杆(203)侧端套接有分离筛网(212)，所述分离筛网(212)底端固定连接

有卡接限位块(213)，所述卡接限位块(213)两端对称卡接有固定收集盒(214)，所述卡接限

位块(213)内侧对称卡接有吸附电磁铁(215)，所述卡接限位块(213)内侧靠近吸附电磁铁

(215)位置处焊接有弹簧卡接柱(216)，所述研磨传动杆(203)侧端对应分离筛网(212)内侧

位置处焊接有排出推动板(217)，所述研磨桶(201)侧端靠近固定收集盒(214)位置处开设

有拿取口(218)，所述拿取口(218)内侧铰接有防护密封板(219)，所述研磨桶(201)内侧底

端卡接有下料斗(220)，所述研磨传动杆(203)顶端开设有进水槽(221)，所述进水槽(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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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磨桶(201)顶端均嵌入卡接有进水管(222)，所述研磨桶(201)顶端贯穿有输料管

(223)，所述进水管(222)和输料管(223)一端均安装有电动限制阀(22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研磨盘(208)

与研磨桶(201)滑动卡接连接，所述研磨电机(202)、吸附电磁铁(215)和电动限制阀(224)

输入端与外部控制器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外部控制器输入端与外部电源输出端电性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研

磨盘(208)对应上升弹簧(209)位置处开设有放置槽，所述固定推料板(207)和排出推动板

(217)侧端面均为弧面，所述防护密封板(219)的最转动角度为180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1)一侧安

装有震动速冻组件(3)，所述震动速冻组件(3)包括输送带(301)、固定安装盒(302)、震动弹

簧(303)、固定电磁铁(304)、振动电机(305)、移动口(306)、存放箱(307)、弹性软管(308)、

摇摆弹簧(309)、摇摆球(310)、限位弹簧片(311)、T型撞击杆(312)、限位固定架(313)、排出

电推杆(314)、下压电推杆(315)、冷却盒(316)和进出管(317)；

所述支撑架(1)底端与输送带(301)顶端固定连接，所述输送带(301)侧端等距点焊连

接有若干个固定安装盒(302)，所述固定安装盒(302)内侧底端等距焊接有若干个震动弹簧

(303)，所述震动弹簧(303)顶端焊接连接有固定电磁铁(304)，所述固定电磁铁(304)底端

靠近震动弹簧(303)位置处通过电机座安装有振动电机(305)，所述固定安装盒(302)一端

开设有移动口(306)，所述固定电磁铁(304)顶端吸附有存放箱(307)，所述存放箱(307)内

侧等距焊接有弹性软管(308)，所述弹性软管(308)内侧焊接有摇摆弹簧(309)，所述摇摆弹

簧(309)一端点焊安装于存放箱(307)侧端，所述弹性软管(308)一端焊接有摇摆球(310)，

所述摇摆球(310)内侧固定卡接有限位弹簧片(311)，所述摇摆球(310)内侧对应限位弹簧

片(311)位置处放置有T型撞击杆(312)，所述T型撞击杆(312)一端焊接安装于存放箱(307)

一端；

所述输送带(301)顶端固定安装有限位固定架(313)，所述限位固定架(313)一端对应

移动口(306)位置处固定连接有排出电推杆(314)，所述限位固定架(313)顶端卡接有下压

电推杆(315)，所述下压电推杆(315)底端固定连接有冷却盒(316)，所述冷却盒(316)顶端

和底端均贯穿有进出管(31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摇摆球(310)最大

转动角度为90度，所述排出电推杆(314)对应移动口(306)位置处固定连接有移动推出板，

所述固定电磁铁(304)、振动电机(305)、排出电推杆(314)和下压电推杆(315)输入端均与

外部控制器输出端电性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桶(201)一侧

安装有破碎杀菌组件(4)，所述破碎杀菌组件(4)包括杀菌桶(401)、传动电机(402)、固定传

动杆(403)、正向搅拌架(404)、反向搅拌架(405)、传动齿轮(406)、从动齿轮(407)、联动链

(408)、扭力弹簧(409)、旋转拍击板(410)和送料管(411)；

所述研磨桶(201)顶端通过固定支撑块安装有杀菌桶(401)，所述杀菌桶(401)顶端通

过电机座连接有传动电机(402)，所述传动电机(402)输出轴固定连接有固定传动杆(403)，

所述固定传动杆(403)侧端对称焊接有正向搅拌架(404)，两个所述正向搅拌架(404)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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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连接有反向搅拌架(405)，所述反向搅拌架(405)与固定传动杆(403)套接连接，位于所

述反向搅拌架(405)顶端位置处的正向搅拌架(404)侧端底部焊接有传动齿轮(406)，所述

传动齿轮(406)侧端啮合连接有从动齿轮(407)，所述从动齿轮(407)通过支撑安装板安装

于杀菌桶(401)内侧，所述从动齿轮(407)底端套接有联动链(408)，所述联动链(408)与反

向搅拌架(405)转动连接，所述杀菌桶(401)内侧对应正向搅拌架(404)和反向搅拌架(405)

位置处均焊接有扭力弹簧(409)，所述扭力弹簧(409)一端与旋转拍击板(410)焊接连接，所

述杀菌桶(401)顶端等距贯穿有送料管(41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拍击板(410)

的最大转动角度为90度，所述正向搅拌架(404)和反向搅拌架(405)侧端的搅拌板的倾斜角

度均为30度，所述传动电机(402)输入端与外部控制器输出端电性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杀菌桶(401)内侧

安装有分离组件(5)，所述分离组件(5)包括内环分离桶(501)、分离网板(502)、密封弹簧

(503)、密封固定板(504)、限制电磁铁(505)、推料架(506)、排料孔(507)、复位弹簧(508)、

限制卡接板(509)和限位电磁铁(510)；

所述杀菌桶(401)内侧底端焊接有内环分离桶(501)，所述内环分离桶(501)顶端中部

卡接有分离网板(502)，所述内环分离桶(501)内侧底端中部焊接有密封弹簧(503)，所述密

封弹簧(503)顶端点焊连接有密封固定板(504)，所述内环分离桶(501)内侧底端靠近密封

弹簧(503)位置处卡接有限制电磁铁(505)，所述固定传动杆(403)底端焊接有推料架

(506)，所述内环分离桶(501)顶端等距开设有若干个排料孔(507)，所述排料孔(507)内侧

焊接有复位弹簧(508)，所述复位弹簧(508)一端点焊连接有限制卡接板(509)，所述限制卡

接板(509)内侧卡接连接有限位电磁铁(510)，所述杀菌桶(401)底端贯穿连接有进水管

(222)和输料管(223)。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固定板(504)

直径大于分离网板(502)直径，所述密封固定板(504)直径小于内环分离桶(501)内径，所述

限制卡接板(509)的最大转动角度为90度，所述限制电磁铁(505)和限位电磁铁(510)输入

端均与外部控制器输出端电性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3/3 页

4

CN 113198564 A

4



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生产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代餐粉是一种由谷类、豆类、薯类食材等为主，其它属类植物的根、茎、果实等可食

用部分为辅制成的一种单一或综合性冲调粉剂产品，它集营养均衡、效果显著、食用方便等

优点于一身，自全谷粉及有机胚芽粉面世以来，得到众多减肥瘦身人士的喜爱和欢迎，减肥

效果好，无副作用，代餐粉减肥是风行于国际的一种减肥瘦身方法。代餐粉为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公布的《减肥用低能量配方食品标准》。

[0003] 但是目前传统的对代餐粉中的谷物进行处理时，一般通过直接的机械磨粉的方法

进行操作，但机械磨粉时容易因原料干燥导致粉尘外溢或原料潮湿导致研磨盘附着大量的

粉尘从而影响后续的研磨，无法有效的保证研磨的粉尘的细腻度和粉尘的质量，且大量的

粉尘堆积容易堵塞进出料口，导致进出料速度不等的情况出现，极大的影响了生产的效率

和产品的质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可以有效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目前传统

的对代餐粉中的谷物进行处理时，一般通过直接的机械磨粉的方法进行操作，但机械磨粉

时容易因原料干燥导致粉尘外溢或原料潮湿导致研磨盘附着大量的粉尘从而影响后续的

研磨，无法有效的保证研磨的粉尘的细腻度和粉尘的质量，且大量的粉尘堆积容易堵塞进

出料口，导致进出料速度不等的情况出现，极大的影响了生产的效率和产品的质量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06] S1：谷物破碎：通过支撑架、传动电机、正向搅拌架、反向搅拌架和旋转拍击板对谷

物进行持续循环的拍击，将谷物表面的麸皮和谷物本身进行撞击分离粉碎；

[0007] S2：谷物杀菌：通过杀菌桶、正向搅拌架和反向搅拌架对谷物和水进行加热混合，

通过巴氏杀菌原理对谷物进行杀菌消毒；

[0008] S3：干湿分离：通过内环分离桶和分离网板对谷物和水进行分离，并通过限制卡接

板对谷物的排出时间进行限制，避免短时间出料过快堆积堵塞排料孔，并通过推料架对物

料进行均匀分布；

[0009] S4：水磨分筛：通过研磨电机、旋转研磨盘和固定研磨盘对谷物进行研磨，并在研

磨的同时通过固定推料板进行持续均匀的推料，保证了物料的稳定进入，同时通过进水管

供水对内部进行持续冲洗，避免粉尘堆积影响研磨的情况出现；

[0010] S5：产品收集：通过分离筛网、下料斗和存放箱对产品进行快速的收集，并在收集

的同时通过振动电机、弹性软管和摇摆球对产品进行搅拌，避免出现沉淀板结的情况；

[0011] S6：产品速冻：通过下压电推杆带动冷却盒快速的供给液化干冰，加快冷冻的速

说　明　书 1/8 页

5

CN 113198564 A

5



度，进一步避免板结的情况出现，从而保证了粉化的效果。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科学合理，使用安全方便：

[0013] 1、设置有水磨组件，通过研磨电机带动旋转研磨盘、固定推料板和排出推动板同

步转动，由固定推料板将谷物通过下料槽推入到两个研磨盘之间，底端的固定研磨盘在上

升弹簧的推动下始终向旋转研磨盘贴合，同时在下料时可以快速的回收，保证稳定的下料，

同时在研磨时可以稳定贴合，保证了最佳的研磨效果，通过进水管注水进入到进水槽内，间

歇性的供水对研磨盘的冲洗和供水，保证了研磨盘表面的清洁度的同时避免粉尘溶液浓度

过高导致粉尘板结的情况出现，该分离筛网和排出推动板相互配合，将粉末和杂质过滤分

离，从而进一步对粉末进行细化处理，保证了粉末颗粒的直径在规定范围内，同时对杂质进

行快速的收集，避免杂质堆积影响后续的过滤速度。

[0014] 2、本发明通过对谷物进行拍击粉碎，对谷物表皮残留的麸皮进行去除以及较大的

谷物进行快速粉碎，使得谷物表面洁净，同时避免较大的颗粒物堆积堵塞出料口的情况出

现，并通过持续的杀菌保证了产品后续生产的无菌化，对杀菌后的产品进行干湿分离避免

大量的水快速的进入到研磨位置，从而保证了粉末溶液的浓度，避免浓度过低影响干燥的

效率，通过水磨避免粉末过干导致的扬尘和粉末潮湿堆积的情况出现，保证了产品的正常

生产，同时保证了产品的生产质量。

[0015] 3、设置有震动速冻组件，通过存放箱对粉末溶液进行快速的收集，并在收集时通

过固定电磁铁对其进行固定，避免其位置滑动，同时通过振动电机和震动弹簧对其进行晃

动，在晃动的同时带动弹性软管和摇摆球在水中晃动，在摇摆弹簧和限位弹簧片的作用下，

增大摇摆幅度，同时对摇摆方向进行限制，使得在粉末溶液存放时仍能保证其始终为混合

装溶液，不会出现沉淀的情况，避免粉末沉淀板结，使得在后续干燥时可以直接得到粉末而

不是板结后的粉饼，从而无需进行过多的操作，通过下压电推杆带动冷却盒进入到存放箱

内，对其内部快速的供给液态二氧化碳，从而对内部快速的进行冷冻，保证了粉末的悬停状

态，从而便于后续进行真空干燥。

[0016] 综上所述，通过水磨组件和震动速冻组件相互配合，在研磨完成后可以快速的对

粉末溶液进行快速的收集，并在研磨时对浓度进限制，避免浓度过低导致的沉淀出现，同时

避免了因水过量导致的冷冻和干燥成本上升的情况出现，从而便于对其进行冷冻和干燥，

保证了粉末的细化程度。

[0017] 4、设置有破碎杀菌组件，通过传动电机带动正向搅拌架转动，由正向搅拌架带动

传动齿轮转动，使得反向搅拌架在从动齿轮的带动下同步进行转动，并通过扭力弹簧和旋

转拍击板相互配合对投下的谷物进行快速的撞击拍打，将谷物表面残留的麸皮去除，同时

在高速撞击下会直接将谷物破碎，同时不会因器械式切割导致谷物出现平滑的面，从而便

于后续对谷物进行研磨，同时拍打容易直接击碎谷物的粗纤维，从而增加谷物粉碎后的细

腻感，且不会影响膳食纤维，保证了食用人员的口感的同时不会影响其减脂的效果，通过杀

菌桶对谷物进行杀菌，保证了谷物的无菌化效果，同时巴氏杀菌法会极大的减少蛋白质的

变性。

[0018] 综上所述，通过水磨组件和破碎杀菌组件相互配合，使得在研磨前对谷物进行初

次破碎，避免谷物过大卡接在研磨盘之间，同时小颗粒的谷物研磨更快，加快的了研磨效

率，并且对其的粗纤维进行初步破坏，使得后续的研磨细化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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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5、设置有分离组件，通过内环分离桶和分离网板将混合液分离，将水排入到内环

内部，谷物在推料架的带动下，推动限制卡接板，从而通过排料孔进入到内环分离桶外侧，

使得在谷物进入到研磨位置时，不会携带大量的水进入，保证了溶液的浓度，同时避免大量

的水的瞬间冲击力将谷物冲击出研磨位置，保证了下料的稳定和均匀，通过复位弹簧带动

限制卡接板复位，并通过限位电磁铁对其进行限制，使得其在不使用时可以稳定密封，避免

水渗出的情况出现。

[0020] 结合使用，通过破碎杀菌组件和分离组件相互配合，使得在破碎杀菌后可以快速

的进行分离处理，并在分离完成后可以快速的对罐体进行密封，从而便于继续进行操作，加

快了生产的效率，通过多个组件相互配合，使得在需要对谷物进行粉碎处理时，可以对其进

行充分处理，避免出现细化不足或杂质混入的情况，从而保证了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和生产

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21]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2] 在附图中：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方法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的水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的固定存放盒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的旋转研磨盘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是本发明的分离筛网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是本发明的固定收集盒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0] 图8是本发明的震动速冻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9是本发明的存放箱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0是本发明的弹性软管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1是本发明的冷却盒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2是本发明的破碎杀菌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3是本发明的正向搅拌架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4是本发明的传动齿轮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5是本发明的分离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中标号：1、支撑架；

[0039] 2、水磨组件；201、研磨桶；202、研磨电机；203、研磨传动杆；204、固定存放盒；205、

旋转研磨盘；206、下料槽；207、固定推料板；208、固定研磨盘；209、上升弹簧；210、固定支撑

板；211、排液口；212、分离筛网；213、卡接限位块；214、固定收集盒；215、吸附电磁铁；216、

弹簧卡接柱；217、排出推动板；218、拿取口；219、防护密封板；220、下料斗；221、进水槽；

222、进水管；223、输料管；224、电动限制阀；

[0040] 3、震动速冻组件；301、输送带；302、固定安装盒；303、震动弹簧；304、固定电磁铁；

305、振动电机；306、移动口；307、存放箱；308、弹性软管；309、摇摆弹簧；310、摇摆球；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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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弹簧片；312、T型撞击杆；313、限位固定架；314、排出电推杆；315、下压电推杆；316、冷

却盒；317、进出管；

[0041] 4、破碎杀菌组件；401、杀菌桶；402、传动电机；403、固定传动杆；404、正向搅拌架；

405、反向搅拌架；406、传动齿轮；407、从动齿轮；408、联动链；409、扭力弹簧；410、旋转拍击

板；411、送料管；

[0042] 5、分离组件；501、内环分离桶；502、分离网板；503、密封弹簧；504、密封固定板；

505、限制电磁铁；506、推料架；507、排料孔；508、复位弹簧；509、限制卡接板；510、限位电磁

铁。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44] 实施例：如图1‑15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1.一种代餐粉的制作方法，其

包括如下步骤；

[0045] S1：谷物破碎：通过支撑架1、传动电机402、正向搅拌架404、反向搅拌架405和旋转

拍击板410对谷物进行持续循环的拍击，将谷物表面的麸皮和谷物本身进行撞击分离粉碎；

[0046] S2：谷物杀菌：通过杀菌桶401、正向搅拌架404和反向搅拌架405对谷物和水进行

加热混合，通过巴氏杀菌原理对谷物进行杀菌消毒；

[0047] S3：干湿分离：通过内环分离桶501和分离网板502对谷物和水进行分离，并通过限

制卡接板对谷物的排出时间进行限制，避免短时间出料过快堆积堵塞排料孔507，并通过推

料架506对物料进行均匀分布；

[0048] S4：水磨分筛：通过研磨电机202、旋转研磨盘205和固定研磨盘208对谷物进行研

磨，并在研磨的同时通过固定推料板207进行持续均匀的推料，保证了物料的稳定进入，同

时通过进水管223供水对内部进行持续冲洗，避免粉尘堆积影响研磨的情况出现；

[0049] S5：产品收集：通过分离筛网212、下料斗220和存放箱307对产品进行快速的收集，

并在收集的同时通过振动电机305、弹性软管308和摇摆球310对产品进行搅拌，避免出现沉

淀板结的情况；

[0050] S6：产品速冻：通过下压电推杆315带动冷却盒316快速的供给液化干冰，加快冷冻

的速度，进一步避免板结的情况出现，从而保证了粉化的效果。

[0051] 支撑架1一侧安装有水磨组件2，水磨组件2包括研磨桶201、研磨电机202、研磨传

动杆203、固定存放盒204、旋转研磨盘205、下料槽206、固定推料板207、固定研磨盘208、上

升弹簧209、固定支撑板210、排液口211、分离筛网212、卡接限位块213、固定收集盒214、吸

附电磁铁215、弹簧卡接柱216、排出推动板217、拿取口218、防护密封板219、下料斗220、进

水槽221、进水管222、输料管223和电动限制阀224；

[0052] 支撑架1中部卡接有研磨桶201，研磨桶201内侧通过电机座安装有研磨电机202，

研磨电机202输出轴与研磨传动杆203固定连接，研磨桶201内侧顶端卡接有固定存放盒

204，研磨传动杆203侧端靠近固定存放盒204位置处焊接有旋转研磨盘205，固定存放盒204

和旋转研磨盘205顶端均开设有下料槽206，研磨传动杆203侧端对应固定存放盒204内侧焊

接有固定推料板207，研磨传动杆203侧端靠近旋转研磨盘205位置处套接有固定研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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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固定研磨盘208与研磨桶201滑动卡接连接，便于对固定研磨盘208的位置进行限制，避

免其升降位置过度，固定研磨盘208底端焊接有上升弹簧209，固定研磨盘208对应上升弹簧

209位置处开设有放置槽，便于进行安装和限位，避免出现偏移卡顿的情况，上升弹簧209底

端点焊安装与固定支撑板210顶端，固定支撑板210与研磨桶201焊接连接，固定研磨盘208

侧端等距开设有若干个排液口211；

[0053] 研磨传动杆203侧端套接有分离筛网212，分离筛网212底端固定连接有卡接限位

块213，卡接限位块213两端对称卡接有固定收集盒214，卡接限位块213内侧对称卡接有吸

附电磁铁215，卡接限位块213内侧靠近吸附电磁铁215位置处焊接有弹簧卡接柱216，研磨

传动杆203侧端对应分离筛网212内侧位置处焊接有排出推动板217，固定推料板207和排出

推动板217侧端面均为弧面，保证了贴合顶端紧密度，从而便于推动物料进行移动，研磨桶

201侧端靠近固定收集盒214位置处开设有拿取口218，拿取口218内侧铰接有防护密封板

219，防护密封板219的最转动角度为180度，便于快速打开拿取口218，从而便于快速的更换

固定收集盒214，研磨桶201内侧底端卡接有下料斗220，研磨传动杆203顶端开设有进水槽

221，进水槽221和研磨桶201顶端均嵌入卡接有进水管222，研磨桶201顶端贯穿有输料管

223，进水管222和输料管223一端均安装有电动限制阀224，研磨电机202、吸附电磁铁215和

电动限制阀224输入端与外部控制器输出端电性连接，外部控制器输入端与外部电源输出

端电性连接。

[0054] 支撑架1一侧安装有震动速冻组件3，震动速冻组件3包括输送带301、固定安装盒

302、震动弹簧303、固定电磁铁304、振动电机305、移动口306、存放箱307、弹性软管308、摇

摆弹簧309、摇摆球310、限位弹簧片311、T型撞击杆312、限位固定架313、排出电推杆314、下

压电推杆315、冷却盒316和进出管317；

[0055] 支撑架1底端与输送带301顶端固定连接，输送带301侧端等距点焊连接有若干个

固定安装盒302，固定安装盒302内侧底端等距焊接有若干个震动弹簧303，震动弹簧303顶

端焊接连接有固定电磁铁304，固定电磁铁304底端靠近震动弹簧303位置处通过电机座安

装有振动电机305，固定安装盒302一端开设有移动口306，固定电磁铁304顶端吸附有存放

箱307，存放箱307内侧等距焊接有弹性软管308，弹性软管308内侧焊接有摇摆弹簧309，摇

摆弹簧309一端点焊安装于存放箱307侧端，弹性软管308一端焊接有摇摆球310，摇摆球310

最大转动角度为90度，保证了最佳的摇摆效果，从而避免水溶液中的粉末出现沉淀板结的

情况，摇摆球310内侧固定卡接有限位弹簧片311，摇摆球310内侧对应限位弹簧片311位置

处放置有T型撞击杆312，T型撞击杆312一端焊接安装于存放箱307一端；

[0056] 输送带301顶端固定安装有限位固定架313，限位固定架313一端对应移动口306位

置处固定连接有排出电推杆314，排出电推杆314对应移动口306位置处固定连接有移动推

出板，增大了推动的面积，保证了推动时底端稳定芯，限位固定架313顶端卡接有下压电推

杆315，下压电推杆315底端固定连接有冷却盒316，冷却盒316顶端和底端均贯穿有进出管

317，固定电磁铁304、振动电机305、排出电推杆314和下压电推杆315输入端均与外部控制

器输出端电性连接。

[0057] 研磨桶201一侧安装有破碎杀菌组件4，破碎杀菌组件4包括杀菌桶401、传动电机

402、固定传动杆403、正向搅拌架404、反向搅拌架405、传动齿轮406、从动齿轮407、联动链

408、扭力弹簧409、旋转拍击板410和送料管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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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研磨桶201顶端通过固定支撑块安装有杀菌桶401，杀菌桶401顶端通过电机座连

接有传动电机402，传动电机402输出轴固定连接有固定传动杆403，固定传动杆403侧端对

称焊接有正向搅拌架404，两个正向搅拌架404之间转动连接有反向搅拌架405，反向搅拌架

405与固定传动杆403套接连接，位于反向搅拌架405顶端位置处的正向搅拌架404侧端底部

焊接有传动齿轮406，传动齿轮406侧端啮合连接有从动齿轮407，从动齿轮407通过支撑安

装板安装于杀菌桶401内侧，从动齿轮407底端套接有联动链408，联动链408与反向搅拌架

405转动连接，杀菌桶401内侧对应正向搅拌架404和反向搅拌架405位置处均焊接有扭力弹

簧409，扭力弹簧409一端与旋转拍击板410焊接连接，旋转拍击板410的最大转动角度为90

度，正向搅拌架404和反向搅拌架405侧端的搅拌板的倾斜角度均为30度，保证了撞击的力

度，使得在对谷物颗粒进行破碎时的破碎效果，杀菌桶401顶端等距贯穿有送料管411，传动

电机402输入端与外部控制器输出端电性连接。

[0059] 杀菌桶401内侧安装有分离组件5，分离组件5包括内环分离桶501、分离网板502、

密封弹簧503、密封固定板504、限制电磁铁505、推料架506、排料孔507、复位弹簧508、限制

卡接板509和限位电磁铁510；

[0060] 杀菌桶401内侧底端焊接有内环分离桶501，内环分离桶501顶端中部卡接有分离

网板502，内环分离桶501内侧底端中部焊接有密封弹簧503，密封弹簧503顶端点焊连接有

密封固定板504，密封固定板504直径大于分离网板502直径，密封固定板504直径小于内环

分离桶501内径，使得在需要密封时可以稳定的进行密封，同时在需要排水时也可快速的排

水，内环分离桶501内侧底端靠近密封弹簧503位置处卡接有限制电磁铁505，固定传动杆

403底端焊接有推料架506，内环分离桶501顶端等距开设有若干个排料孔507，排料孔507内

侧焊接有复位弹簧508，复位弹簧508一端点焊连接有限制卡接板509，限制卡接板509的最

大转动角度为90度，便于进行快速稳定的出料，限制卡接板509内侧卡接连接有限位电磁铁

510，杀菌桶401底端贯穿连接有进水管222和输料管223，限制电磁铁505和限位电磁铁510

输入端均与外部控制器输出端电性连接。

[006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在需要生产代餐粉时，需要得对谷物进行杀菌，启

动传动电机402，由传动电机402带动固定传动杆403转动，顺势带动两个正向搅拌架404转

动，在正向搅拌架404转动时，带动传动齿轮406转动，由传动齿轮406与从动齿轮407啮合传

动，从而带动联动链408转动，在联动链408的带动下反向搅拌架405以同样的转速进行同步

反向旋转，正向搅拌架404和反向搅拌架405在转动时不断的与旋转拍击板410撞击，在扭力

弹簧409的作用下，旋转拍击板410持续做来回的摆动运动，通过送料管411将谷物送入到杀

菌桶401，谷物进入到杀菌桶401内，在正向搅拌架404、反向搅拌架405和旋转拍击板410的

持续作用下，在两段相互撞击的力的作用下，谷物受到快速且强力的撞击，将其表面的麸皮

以及本身的谷粒撞击碎裂，从而将谷物的颗粒的大小减小，使得在后续进行杀菌和研磨时

可以加快其工作的速度，同时避免谷物颗粒过大堵塞出料口的情况出现，在谷物全部投入

到杀菌桶401内后，待谷物继续被干拌一段时间后，再通过送料管411输入杀菌后的水，通过

杀菌桶401进行加热，利用巴氏杀菌的原理对谷物进行杀菌，避免高温导致谷物蛋白质变性

的情况出现，同时对谷物进行浸泡，使得谷物会出现吸水膨大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对谷物进

行处理，便于后续的研磨，在杀菌的同时继续通过正向搅拌架404和反向搅拌架405对谷物

和水进行搅拌，保证了每一颗谷物的杀菌和吸水效果，从而有效的保证了杀菌的速度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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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0062] 在杀菌完成后需要对谷物和水进行干湿分离，将传动电机402调至低速转动，启动

限制电磁铁505，由限制电磁铁505吸附密封固定板504，在密封固定板504被吸附时，密封固

定板504下压同时挤压密封弹簧503，密封固定板504从分离网板502位置处移走，打开分离

网板502，水通过分离网板502进入到内环分离桶501的内环位置，并在推料架506的作用下

对谷物进行推动，从而加快了排水的速度，在排水完成后关闭限位电磁铁510，从而松开限

制卡接板509，在限制卡接板509被松开后，由固定传动杆403带动推料架506持续进行转动，

从何将处理完成的谷物推至排料孔507位置处，在谷物的重力作用下推动限制卡接板509沿

排料孔507转动，从而将处理完成的谷物通过排料孔507排出，在谷物排出完成后，由复位弹

簧508带动限制卡接板509复位，并再次启动限位电磁铁510，从而对限制卡接板509进行稳

定的密封，通过对干湿进行分离，便于后续的供料处理，避免干湿混合导致了水流过快无法

达到水磨的作用，并且在干湿分离和谷物排出完成后，可继续对谷物进行消毒，从而有效的

加快了生产的速度，保证了生产的效率；

[0063] 在谷物杀菌浸泡处理完成后，通过输料管223将内环分离桶501内的谷物输入到固

定存放盒204内，启动研磨电机202，由研磨电机202带动研磨传动杆203转动，由研磨传动杆

203带动旋转研磨盘205和固定推料板207同步进行转动，存放在固定存放盒204的谷物通过

固定推料板207的带动通过下料槽206进入到旋转研磨盘205和固定研磨盘208之间，在上升

弹簧209的顶起作用下，从而根据谷物的大小对固定研磨盘208和旋转研磨盘205之间的距

离进行调节，使得在研磨时可以快速的对距离进行调整，避免出现距离过大导致研磨不足

或距离过小谷物无法进入的情况出现，在谷物进入到旋转研磨盘205和固定研磨盘208之间

时，通过进水管222输入水，水通过进水槽221和进水管222均匀的进入到两个研磨盘之间，

从而对研磨过程中谷物进行冲洗避免糊状的粉末溶液附着在两个研磨盘表面对研磨的效

果产生影响，同时在研磨时通过下料槽206循环的给料，避免短时间了谷物堆积导致无法有

效的研磨的情况出现，通过循环的水研磨，能有效的破坏谷物表面的粗纤维，使得研磨后的

谷物更加细腻，同时在研磨过程中不会产生大量粉尘，有效的保护了研磨的环境，并且在研

磨的同时通过水间歇性的冲洗输入，对研磨盘表面研磨完成的粉尘进行清除，避免粉尘堆

积导致两个研磨盘之间的距离过大的情况出现，从而进一步保证了研磨的效果和效率，研

磨完成后的粉尘水溶液顺着排液口211排出到分离筛网212内，由研磨传动杆203带动排出

推动板217转动，从而将堆积在分离筛网212表面的粉末溶液进行平铺，溶液通过筛网排出，

溶液中未能有效粉碎的粗纤维和麸皮等杂质被拦截下，并在排出推动板217的作用下推动

到固定收集盒214内，从而对杂质进行快速的收集处理，避免杂质堆积影响后续的排料速

度，通过对粉末进行筛选，进一步保证了粉末的细腻化，避免大颗粒影响口感，同时避免大

颗粒物质影响后续的成分配比的配重，杂质堆积在固定收集盒214内一定量后，转动防护密

封板219，打开拿取口218，启动吸附电磁铁215，由吸附电磁铁215吸附弹簧卡接柱216，将固

定收集盒214和卡接限位块213分离，从而将固定收集盒214从卡接限位块213上取下，使得

在需要更换固定收集盒214时可以快速的更换，避免杂质堆积过量的情况出现，经过筛选后

的粉尘溶液通过下料斗220排出；

[0064] 粉尘溶液排出后，进入到存放箱307内，在存放时粉尘溶液容易出现沉淀的情况，

导致了粉尘堆积在一起后板结，导致了后续需要再次对其进行粉碎，在粉尘溶液进入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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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箱307内后，启动振动电机305和固定电磁铁304，由固定电磁铁304对存放箱307进行稳定

吸附，在振动电机305的带动下，并通过震动弹簧303进行辅助，使得在固定电磁铁304带动

存放箱307进行同步震动，在存放箱307震动时，内部的弹性软管308在摇摆弹簧309的支撑

带动下来回摇摆，从而带动摇摆球310进行摇摆，在摇摆球310摇摆时，内部的限位弹簧片

311与T型撞击杆312循环撞击，从而对摇摆球310的位置和方向进行限制，并且可以进一步

的增大摇摆球310的摇摆角度，使得摇摆球310可以充分的带动水溶液进行晃动，避免出现

粉尘沉淀的情况出现，通过持续不断的震动，避免水与溶液出现析层的情况出现，保证了存

放的混合度，避免因析出导致堆积板结的情况出现，在存放箱307内的溶液输出到固定量

后，通过输送带301带动固定安装盒302移动，从而将存放箱307移动到限位固定架313内侧，

启动下压电推杆315，由下压电推杆315带动冷却盒316下压，在冷却盒316进入到存放箱307

内后，通过进出管317输入液态干冰对溶液快速的进行冻结，使得悬浮的粉尘可以稳定悬浮

在水中，使得在后续的真空干燥时可以有效的将粉尘分离，保证了粉尘的粉化，进一步的避

免出现板结的情况，在冻结完成后，启动排出电推杆314并关闭固定电磁铁304，从而便于快

速的将冻结后的粉尘溶液输入到真空干燥箱内，避免与外界环境接触时间过长而出现化冻

的情况。

[0065]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尽

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

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

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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