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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胚芽分离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胚芽分离工艺,所述胚芽分

离工艺包括：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

麦颗粒进行筛选；调节小麦麦粒含水量；利用热

脱壳和循环风选工艺对麦粒进行脱壳；对脱壳后

的麦粒进行研磨、制粉和轧胚，从而将胚芽与胚

乳与麸皮分离。通过清除小麦中的杂质，对小麦

进行筛选能够降低灰分、麸星及影响气味和风味

的因素，从而确保成品品质，调节小麦麦粒含水

量能够有效调整小麦颗粒休眠状态，利用热脱壳

和循环风选工艺对麦粒进行脱壳，对脱壳后的麦

粒进行研磨、制粉和轧胚，从而将胚芽与胚乳与

麸皮分离，能够快速高效的对胚芽进行分离并保

持胚芽的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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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胚芽分离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胚芽分离工艺为：

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

调节小麦麦粒含水量；

利用热脱壳和循环风选工艺对麦粒进行脱壳；

对脱壳后的麦粒进行研磨、制粉和轧胚，从而将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离；

其中，所述利用热脱壳和循环风选工艺对麦粒进行脱壳，包括：加热麦粒并破开麦皮，

将麦皮与胚乳分离；

所述加热麦粒并破开麦皮，将麦片与胚乳分离，包括：加热麦粒并对麦粒进行研磨，去

除麦粒的麦皮；将麦皮内与麦皮连接的胚乳刮下；

所述对脱壳后的麦粒进行研磨、制粉和轧胚，从而将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离，包括：对

胚乳进行研磨，其粒径逐渐减小，经过筛理后，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离；其中研磨采用辊式

研磨机，所述辊式研磨机中的每一对辊均有一个慢辊和一个快辊，两个辊的转动方向相反，

通过相向转动将物料卷入两辊之间；

所述对胚乳进行研磨，其粒径逐渐减小，经过筛理后，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离，包括：对

胚乳进行研磨，利用风选系统得到麦渣、麦片、麦心和粗粉；将麦心和粗粉进行细研磨，经过

筛理后，得到胚芽；

所述清除小麦原料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包括：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体积、比重、强度、颜色、悬浮速度和导磁性清除小麦原

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

其中，所述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体积、比重、强度、颜色、悬浮速度和导磁性清

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为：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体积利用振动筛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

粒进行筛选；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比重利用布勒去石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

麦颗粒进行筛选；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强度利用打麦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

粒进行筛选；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颜色利用选色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

粒进行筛选；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悬浮速度利用风选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

麦颗粒进行筛选；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导磁性利用磁选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

颗粒进行筛选；

其中，所述对脱壳后的麦粒进行研磨、制粉和轧胚，从而将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离之

后，还包括：

对分离的胚芽进行活化和进一步切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胚芽分离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小麦麦粒含水量包括：

对筛选后的小麦进行着水和润麦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胚芽分离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对胚乳进行研磨，其粒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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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减小，包括：

根据麦粒质量、胚芽质量，对研磨设备辊子的速度、齿轮和辊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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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胚芽分离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胚芽分离技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胚芽分离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小麦是大自然给予人类健康生存的生命之源，被称为五谷之贵。小麦胚芽是小麦

的核心和生命，植物称为胚，相当于动物的胎盘。它虽然仅占麦粒重量的2％，但营养却占整

个麦粒的97％，其中蕴藏着50多种人体所需丰富营养及一些还未被当今科学发现的微量生

理活性成分，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小麦胚芽对人体健康的神奇作用，为世界所

公认。但现有的小麦胚芽分离技术分离度不高，且分离过程容易影响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胚芽分离工艺,能够有效分离麦粒中的胚

芽。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胚芽分离工艺,所述胚芽分离工

艺包括：

[0005] 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

[0006] 调节小麦麦粒含水量；

[0007] 利用热脱壳和循环风选工艺对麦粒进行脱壳；

[0008] 对脱壳后的麦粒进行研磨、制粉和轧胚，从而将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离。

[0009] 优选的，所述清除小麦原料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包括：

[0010]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体积、比重、强度、颜色、悬浮速度和导磁性清除小

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

[0011] 优选的，所述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体积、比重、强度、颜色、悬浮速度和导

磁性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包括：

[0012]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体积利用振动筛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

麦颗粒进行筛选；

[0013]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比重利用布勒去石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

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

[0014]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强度利用打麦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

麦颗粒进行筛选；

[0015]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颜色利用选色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

麦颗粒进行筛选；

[0016]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悬浮速度利用风选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

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

[0017]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导磁性利用磁选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

小麦颗粒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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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的，所述调节小麦麦粒含水量包括：

[0019] 对筛选后的小麦进行着水和润麦处理。

[0020] 优选的，所述利用热脱壳和循环风选工艺对麦粒进行脱壳，包括：

[0021] 加热麦粒并破开麦皮，将麦皮与胚乳分离。

[0022] 优选的，所述加热麦粒并破开麦皮，将麦片与胚乳分离，包括：

[0023] 加热麦粒并对麦林进行研磨，去除麦粒的麦皮；

[0024] 将麦皮内与麦皮连接的胚乳刮下。

[0025] 优选的，所述对脱壳后的麦粒进行研磨、制粉和轧胚，从而将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

离，包括：

[0026] 对胚乳进行研磨，其粒径逐渐减小，经过筛理后，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离。

[0027] 优选的，所述对胚乳进行研磨，其粒径逐渐减小，经过筛理后，胚芽与胚乳与麸皮

分离，包括：

[0028] 对胚乳进行研磨，利用风选系统得到麦渣、麦片、麦心和粗粉；

[0029] 将麦心和粗粉进行细研磨，经过筛理后，得到胚芽。

[0030] 优选的，所述对脱壳后的麦粒进行研磨、制粉和轧胚，从而将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

离之后，还包括：

[0031] 对分离的胚芽进行活化和进一步切割。

[0032] 优选的，所述对胚乳进行研磨，其粒径逐渐减小，包括：

[0033] 根据麦粒质量、胚芽质量，对研磨设备辊子的速度、齿轮和辊型进行调整。

[003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如下：

[0035] 上述方案中，通过清除小麦中的杂质，对小麦进行筛选能够降低灰分、麸星及影响

气味和风味的因素，从而确保成品品质，调节小麦麦粒含水量能够有效调整小麦颗粒休眠

状态，利用热脱壳和循环风选工艺对麦粒进行脱壳，对脱壳后的麦粒进行研磨、制粉和轧

胚，从而将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离，能够快速高效的对胚芽进行分离并保持胚芽的营养成

分。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发明的胚芽分离工艺流程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使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除，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具

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38]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胚芽分离工艺,所述胚芽分离工艺包括：

[0039] 步骤101：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

[0040] 其中，所述清除小麦原料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可以包括：

[0041] 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体积、比重、强度、颜色、悬浮速度和导磁性清除小

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

[0042] 在制胚前把小麦中的各种杂质彻底清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面粉和麦胚的纯度

和产品质量，满足食品工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确保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并达到安全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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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同时还有利于杂质的收集，整理和综合利用。

[0043] 具体的，可以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体积利用振动筛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

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比重利用布勒去石机清除小

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强度利用打麦

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质的颜色

利用选色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根据小麦原粮中小麦与杂

质的悬浮速度利用风选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根据小麦原

粮中小麦与杂质的导磁性利用磁选机清除小麦原粮中掺杂的杂质，对小麦颗粒进行筛选。

[0044] 针对颜色筛选，可以装配多种色选机，可以根据色彩和形状对小麦颗粒进行色选：

Sortex色选机搭载全球尖端科技，包括特制高分辨率摄像头、InGaAs技术、PROfile技术，高

压喷泵以及光学反馈机构等，确保进入下一加工环节的小麦颗粒具有足够的品质。

[0045] 针对比重进行筛选，布勒去石机可以利用比重的不同，物料在筛面上的悬浮速度

不同，使比重大的物料沉到底部，比重小的物料浮于上层而得到分离。

[0046] 步骤102：调节小麦麦粒含水量。

[0047] 其中，所述调节小麦麦粒含水量，可以包括：

[0048] 对筛选后的小麦进行着水和润麦处理。

[0049] 紧随小麦清理的一个重要操作就是高效均一地调节小麦麦粒含水量，这对于调整

小麦颗粒休眠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这一操作，水木源胚芽加工基地有自动着水控制系

统和处理车间，在该车间，会完成麦粒含水量测定、流量计算、水量分配等，确保水分均匀分

布到小麦粒表面。利用加水和一定的润麦时间，能够使小麦的水分重新调整，改善其物理、

生化和制胚工艺性能，以获得更好的制胚工艺效果。润麦是研磨最重要的基础润麦：在磨粉

前对小麦进行着水和润麦的目的使麦粒壳(麸)变硬变得有弹性使麦胚变得柔软使之达到

所需的质量要求。

[0050] 步骤103：利用热脱壳和循环风选工艺对麦粒进行脱壳。

[0051] 由于极低的蒸汽消耗量以及无需油料干燥器和温度调节仓，水木源胚芽加工基地

的热脱壳工艺和相关设备为胚芽制备创立了新的标准。相对于目前国内外通用的前端脱壳

工艺，水木源胚芽热脱壳系统仅需对麦粒加热一次，而无需进行第二次加热。

[0052] 其中，所述利用热脱壳和循环风选工艺对麦粒进行脱壳，包括：

[0053] 加热麦粒并破开麦皮，将麦皮与胚乳分离。

[0054] 优选的，所述加热麦粒并破开麦皮，将麦片与胚乳分离，包括：

[0055] 加热麦粒并对麦粒进行研磨，去除麦粒的麦皮；

[0056] 将麦皮内与麦皮连接的胚乳刮下。

[0057] 步骤104：对脱壳后的麦粒进行研磨、制粉和轧胚，从而将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离。

[0058] 其中，胚芽分离生产工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细节决定成败的过程。胚乳经过一系

列转动的成对钢制拉丝辊或光辊的碾轧，其粒径逐渐减小，经过筛理后，胚芽才能与胚乳与

麸皮分离。辊式研磨机中的每一对辊均有一个慢辊和一个快辊。两个辊的转动方向相反，通

过相向转动将物料卷入两辊之间。齿形,齿深,齿旋和转速决定了每一个特定工艺步骤下的

研磨程度。

[0059] 所述对脱壳后的麦粒进行研磨、制粉和轧胚，从而将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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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0060] 对胚乳进行研磨，其粒径逐渐减小，经过筛理后，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离。

[0061] 其中，可以通过皮磨系统、心磨系统、清粉系统和渣磨系统完成：

[0062] 皮磨系统，第一道皮磨将小麦粒剥开，分成麦渣、麦片、麦心和粗粉，后续的皮磨从

麸片上刮下麦渣、麦心和粗粉，并保持麸片不过分破碎，以使胚乳和麸皮最大限度地分离。

[0063] 心磨系统，将皮磨、渣磨和清粉系统取得的麦心和粗粉研磨成具有一定细度的面

粉，并提出麸屑。一般在心磨系统中还设有尾磨，以处理每道心磨中提出的含麸屑多的麦

心，从中提出麦胚。

[0064] 清粉系统，利用清粉机的筛选和风选双重作用，将在皮磨和其他系统获得的麦渣、

麦心、粗粉及连麸粉粒和麸屑的混合物分离，再送往相应的研磨系统。

[0065] 渣磨系统，处理皮磨或清粉系统分出的带有麦皮的胚乳颗粒，使麦皮和胚分开，从

中提出品质较好的麦胚。

[0066] 优选的，所述对胚乳进行研磨，其粒径逐渐减小，经过筛理后，胚芽与胚乳与麸皮

分离，可以包括：

[0067] 对胚乳进行研磨，利用风选系统得到麦渣、麦片、麦心和粗粉；

[0068] 将麦心和粗粉进行细研磨，经过筛理后，得到胚芽。

[0069] 其中，小麦皮层由于组织结构紧而坚韧，而小麦胚乳组织结构相对流散而松软，这

样在相同的压力、剪力和削力下，粉碎后二者的颗粒粒度产生差异，利用筛理的方式来区分

有差异粒度的皮层和胚乳，从而达到除去麸皮、面粉、保留麦胚的目的。

[0070] 优选的，所述对胚乳进行研磨，其粒径逐渐减小，包括：

[0071] 根据麦粒质量、胚芽质量，对研磨设备辊子的速度、齿轮和辊型进行调整。

[0072] 优选的，所述对脱壳后的麦粒进行研磨、制粉和轧胚，从而将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

离之后，还包括：

[0073] 对分离的胚芽进行活化和进一步切割。

[0074] 其中，多层连续式活化和高级控制系统，可以将新加工出的胚芽进一步切割与活

化，确保将胚芽中最有活性的区域活化、筛选和切割出来。

[0075] 本发明实施例的胚芽分离工艺,通过清除小麦中的杂质，对小麦进行筛选能够降

低灰分、麸星及影响气味和风味的因素，从而确保成品品质，调节小麦麦粒含水量能够有效

调整小麦颗粒休眠状态，利用热脱壳和循环风选工艺对麦粒进行脱壳，对脱壳后的麦粒进

行研磨、制粉和轧胚，从而将胚芽与胚乳与麸皮分离，能够快速高效的对胚芽进行分离并保

持胚芽的营养成分。

[0076]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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