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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概述

屈指数来，智信公司已经推出了六套制粉新

技术：D1-消化吸收；D2-强化分级；D3-细料处理

（包括撞击磨出粉、细料免磨）；D4-强化清粉；

D5-预磨；D6-低温加工。今年推出第七套制粉新技

术，简称D7，主要特点：“双无双全”：无漏洞、

无薄弱之处；全副武装，全面强化。提倡全攻全守、

高举高打。结果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核心：锦上

添花。

D1-消化吸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实际出

发，核心理念：在 “鹦鹉学舌”的基础上，以避

短、补短为主。

D2-强化分级: 所有的粮油加工，分离是最终的

目的，分级是主要的手段。这套技术，初步实现了好

次、颗粒大小、软硬的分开，清粉范围的少量拓展。

核心理念：粮油加工的基础、必备条件。

D3-细料处理: 二十世纪初,国内一度流行细白的

面粉，特别是苏、浙、沪地区。方法：细、纯、多、

水分大，撞击磨集中处理；细、少、差，免磨处理。

核心理念：各有千秋（磨、撞），磨刀不误砍柴工。

 D4-强化清粉：克服了学院派胆小甚微的毛

病，将清粉范围扩大了一倍或以上，加工硬质小麦，

效果甚好。D2的升级版、深化级。

D5-预磨：增白剂取缔后，如何保持或提高面粉

的白度的产物。实现了小麦的深度清理、分层剥刮、

梯度分离（剥葱技术）、预磨磨粉机的灵活布置，同

时降低风运电耗。严防一只老鼠坏锅汤。

D6-低温加工：实现了面粉加工的五大有效控

制：面粉的麸星、灰分、粒度、返色及组分变性；本

技术还可实现面粉加工中其它方面的控制，如：馒头

粉的启发度等。核心理念：轻研细刮、慢工出细活。

1全副武装

全副武装：从脚底到头顶，从手脚到脑袋。首

先：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定目标：目标远大（中国梦）、方向明确、路

线正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任何事

情，都必须先定目标，否则便是无的放矢。事前不知

要啥，事中不知干啥，事后想要这要那，肯定是白日

做梦，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其次：优化路线：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优先适合自己的“第三条”路。

清路障：正确的路线上可能有许多艰难险阻。

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遇河架桥、遇山打洞，清除所

有路障。勇往直前，顺利到达目标。

严把隘口，桥头堡，关键的、生死攸关的、决

定成败的地方。必须有精干的人员、精良的装备、严

格的纪律，严防死守，不得有任何疏漏。

严控过程：最后把关很重要，是必要条件。但

过程控制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2全面强化

从广义上讲：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有马虎和疏

漏，“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所有的环节、工段

第七代小麦加工新技术
[摘要] 本文重点介绍了面粉的麸星控制和面粉的粒度控制。对面粉其它指标

的控制只做了简单的论述，旨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关键词] 定向控制 小麦加工 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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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工业大学教授 郭祯祥 齐兵建 温继平 林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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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很强的，结果一定差不了。

按照科学发展观，生产“安、食、用、观”俱

佳的面粉，达到技术的创新提高、产品的升级换代，

改善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在保

证产品高质量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出粉率，节约小麦

资源、降低电耗，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实

现社会和经济的友好可持续发展。具体工作中，必须

统筹兼顾，切忌按下葫芦浮起瓢；未雨绸缪、防患于

未然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上上之策。“以防为主、防治

结合”是解决所有具体问题的法宝。

3面粉生产的最大误区

面粉的质量不是出粉率越低越好；在保证面粉

加工精度的前提下，适当提高面粉出率，面粉的面筋

含量、面团的稳定时间及面粉的综合性能都有一定程

度的提升。

4结束语

愿大家在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

再接再厉、发愤图强，想啥有啥，早日实现粮油加工

数代人的梦想。

参考文献

1 朱永义，郭祯祥等.谷物加工工艺与设备

【M】.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9月.

2 郭祯祥等. 小麦加工技术【M】.化工出版社，

2003年4月.

3 郭祯祥等.论河南省制粉技术的提高【J】.华北

农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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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面作为我国的传统食品，生产食用已有近千年

的历史。迄今为止亦为世界上最大面制品生

产国。随着最近十几年的调整和不断发展，已经成

为一个相对较成熟的行业，是传统面制品的典型代

表，已经成为食品行业中的一个重要产业。

挂面在各类面制品中产量最大，品种也较多。

近年来，挂面行业不断地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和生

产工艺以及严格的管理，降低了加工成本，提高了

产品品质，生产出了各种档次、品种多样的不同产

品。挂面行业发展至今，已经形成较完善的科学生

产体系。

目前，许多大中型挂面生产企业，特别是我国

知名的挂面生产企业，其生产设备与技术装备都达

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生产

技术难题，依靠自主的技术专业队伍和生产实践经

验加以解决。但大多数挂面生产企业由于规模相对

较小或者生产时间较短，技术装备技术水平较弱，

对于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技术问题难以解决。

挂面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有哪些

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可以从设备，生产工艺，操

作管理等几个方面来考虑解决。

一 、设备方面

1.和面机是挂面生产的第一道主要设备，也是

最关键的设备，直接影响以后各道工序。面皮、面

条是否光滑、紧实、水分是否适宜。与第一道工序

密切相关。

目前和面机的主要形式有卧式、立式、连续和

料方式。

卧式和面机容量大、搅拌时间长、操作比较

容易，劳动强度低。但因有搅拌死角、批次完成后

不易打扫卫生。宜夹带生粉、霉酸物料进入下道工

序。宜产生断条，发酸。

立式和料机单批次容量小，和料时间短。但和

料均匀，物料生温快，和料时无死角，而且物料能

和得非常熟。因单批次容量小故劳动强度稍大。物

料和得充分、均匀，后续工艺返工量减低。

连续和料机能保证工艺的流畅，劳动强度大大

降低，操作时要注意粉、水的定量配给及添加物的

准确和均匀。保证无生粉进入下道工序。

一般来说，南方挂面生产选择立式和料机的较

多。长江以北挂面生产主要选择卧式和连续和面机。

和面是挂面生产中的第一道工序，非常关键。

一定要和料熟、水分适宜、配料准确。操作过程中

经常清扫。

2.熟化设备和熟化工艺

熟化是面粉颗粒间面筋网络充分形成的过程，

有散料和面带熟化两道工艺。

散粉料的熟化可分为静态熟化和动态熟化两种

形式。

动态熟化宜结团、块，也宜产生搅拌死角，滋

生霉菌，要特别注意经常检查清扫干净。

静态熟化要防止掉料的情况发生，及时清扫收

回，避免物料遭受污染。

一般来说，静态熟化较动态熟化物料形成的状

态要好。

熟化工序必不可少，保证熟化时间，可减少水

分不均，面质酥松的现象发生。

面带熟化是为更进一步促使面筋网络的充分形

成并使之更加联络紧密的一道工序。

在尽量密闭的环境中，要保证有一定的温度、

湿度和一定的时间。温度过高，对面条的最后成色

有影响。湿度大对后续压片切条不利。操作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面带不要跑偏，层迭要适宜均匀，刮落

的面花要及时清扫回收，防止发生酸败。      

挂面生产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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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熟化是必不可少相当重要的一道工

艺，有条件的尽可能完善配套。

3.轧片工序。将散状面粉物料逐步轧制符合一

定宽度、厚度的面皮（带）制面工序。

压延道数不要少于六道也即六对轧辊，压延系

数要合理。逐步降低压延比，使面片紧密均匀、厚

薄一致富有弹性。 

操作注意几点。面片运行中尽可能不要断皮，

准确调整轧辊间隙，适合上下轧辊的流通量。减少

断片就可减少断条的情况发生。

调整轧辊两端的间隙严防面片跑边或面片两边

厚薄不均。     

注意调整轧辊、面刀刮刀的准确角度，不使面

片产生花纹和波型，可以保障成品面条的光洁度。

复合压延要定时检验调整面片的厚度和密度

（单位重量），生产不同品种有不同的标准。一定

要保证挂面成品的均匀一致。

复合压延设备的选择，尽量选择定型成熟的机

械设备，生产的产品质量可以得到保障。另外，轧

辊的宽度要选择适宜，轧辊过长的压面设备，宜产

生下垂、面刀跳动等方面的影响。

二、 工艺方面

挂面的生产工艺主要是烘烤方式的选择，也即烘

烤工艺。在挂面生产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

了解挂面烘干干燥的基本特性和基本原理，挂

面水分蒸发移动干燥的特性，合理有效地控制烘房

温度、湿度和风速。

1.保证烘房内合适的温湿梯度，合理的温区划

分，适宜的风扇位置和垂直、水平风速。

2.合理的保潮和排潮措施。安排调整不同区域

温湿差并易宜观测。

3.正常的烘房干燥过程，温、湿、风自成循

环，相互交替互补。烘房室内的温湿度明显高于室

外，也即室内处于一个微正压状态，这是挂面中心

水分外移扩散大于挂面外表皮水分蒸发的最佳状

态。要防止外界冷空气灌入烘房，产生外干里不干

导致酥条。

4.尽可能采用自然排潮为主，引风机排潮为辅

的排潮方式。如空气能加热的烘干方式，还可以进

行潮湿空气加热循环再利用，降低能耗。

5.不论何种烘干方式，一定要注意烘干室内的

卫生环境。减少掉落物料久置出现的霉酸哈拉气

味，造成产品污染。

6.烘干室的大小要适宜，空间不要过于高大，

要从保温保湿的效果考虑，同时降低能耗。烘房四

周采取良好的保温条件和措施。

三、生产操作管理

生产操作和生产管理要从如何减少对产品和产

品生产过程中产生不良不利因素加以监督及调控。

1.了解面粉原料、辅配料品种、品质。面粉原

料一定要后熟期后才能生产。

2.完善配备面粉、辅配料和面头的定量添加工艺。

3.湿面头及时回收回笼，长时间不处理宜产生

霉变，造成浪费。干面头最好不要粉碎处理，高温

高压易破坏面粉颗粒蛋白组织结构，且无论粉碎到

任何程度都达不到原有面粉的粗细度。还不易吸收

水分。可以配备面头浸泡和定量输送工艺。

4.固定工序、工段的操作控制人员，不要频繁

更换。配备技术后备资源。维修和技术人员要了解

观察生产状态，在某一段时间内提出或改进一个或

几个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5.高温、高湿的空气环境可以生产出好品相、

高密致，口感佳的产品。但烘烤工艺不同操作要求

高。可以摸索探讨，改善烘房工艺条件，适当的逐

步提高温湿度，生产出更好的产品。

6.许多欲新建挂面厂家、都市附近挂面生产厂

家面临高环保要求，不得设立建设燃烧碳烃化合

物的锅炉等影响环境的热送设备。可以考虑用纯用

电空气能热源机组设备完全取代锅炉。虽一次性投

资稍大，长期效应和效率却非常好。另一特别的优

点，可以循环利用烘房空气环境中的潮湿空气和热

能，即解决烘烤过程中湿度低的问题又能提高烘房

内的压力。操作管理变得相对容易。

挂面生产过程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善于分

析，塑源解决，出现一个问题，集中技术力量加以

解决，制定防止再出现类似问题的操作方案和操作

指标。

2015/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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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我国是面条制品的起源地。据史料记载，面条

制品始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中国的制面技术在隋唐时传入日本，并于1883

年由日本的真崎照乡氏制成辊压制面机，加上干燥

技术的进步，便出现了工业化生产的挂面。

意大利通心面（通心粉）是13世纪元朝，由马

可波罗从我国传入意大利。随后，意大利人对其生

产技术和产品品种又进行了很大改进和发展，其品

种主要有长通心面和短通心面以及各种扭曲状与雀

巢状制品。长通心面有空心和实心圆面条，有扁面

条及花纹或锯齿形的长面条；短通心面有直形弯曲

形、螺壳状、车轮状等制品。

挂面生产发展到现在，工艺已经基本成熟，设

备制造技术也达到了一定先进水平，这不仅使面条

由传统手工操作走向了工业化生产，而且解决了保

存问题，既是制面史上的重要突破，也是传统食品

工业化生产的成功范例。

二、国外先进挂面生产工艺及应用

1. 日本“延打”拉擀面系统

是将模仿手工擀面、手工拉面及真空和面技术

集合而成的制面系统。

在机械制面行业中，和面加水率在26%和38%

是个临界点。低于26%，面粉不能得到足够的吸水

率，难以形成面筋网络，自然也就做不出好的面条

了。加水率高于38%则称之为多加水面，高于38%

时，在其它生产条件相同情况下，口感会有显著改

善。但随之而来的是由于多加水，使得和面形成的

面团，在其可加工性上出现了问题，由于面团的塑

性变差，黏附性增加，给后续压延加工带来困难。

因此，开发多加水机械制面一直是制面行业追求的

重要目标之一。“延打”拉擀面系统较好地解决了

上述问题。

1.1“延打”拉擀面系统特点

（1）加水率高  

由 于 应 用 了 真 空 和 面 技 术 ， 真 空 度 在

5.33~9.33kPa之间选择设定，其加水量可提高到

38~50％之间选择设定。使得面条密度显著提高，缩

短熟化时间，缩短煮面时间，面条表面形状光滑，

有很强的透明质感。

（2）采用波纹压延辊技术  

由于波纹设计成沿压延辊轴向分布，使面带受

力方向由单一的纵向受力改为纵横方向同时组合受

力，面带受力近似于手工擀面作用。通过连续波纹

辊压延后，可使面条的口感，既有手工拉面良好的

粘弹性和拉伸性，又有手工擀面的入口爽滑性和外

观几何形状。

（3）两次熟化

采用面粒熟化和面带熟化两道熟化工艺，比较

好的实现了制面熟化工艺的作用。

（4）系统自动控制  

应用新技术、新材料，在整条生产线中采用

机电—体化设计，实现自动控制，连续化生产。

先进的生产方式不仅为生产高质量及品质稳定的

面条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良好的管理提供了必

要的条件。

“延打”拉擀面系统工艺流程图分别见图1和

图2。

国内外先进挂面生产工艺比较及应用
□ 河南工业大学  张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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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延打”拉擀面系统工艺流程基础 （鲜面条）图

图2 “延打”拉擀面系统工艺流程扩展图

1.2“延打”拉擀面系统设备结构特点及作用

（1）真空和面机

① 真空和面：设定真空和面机腔体内的真空

度为≥5.33kPa。依据粉粒体的力学性质，在和面

机中，真空状态可以使面粉粒子更快地吸收水分，

使面粉和水的结合速度加快，减少游离水的比例。

而且由于面粉粒子结构脱气，还可以提高面粒的密

度。真空和面较普通和面技术，面团增水10~20%

（依面团轧面时不粘辊为限）；面团游离水减少，

不易浑汤，不易粘辊；小麦粉颗粒吸水均匀充分，

可使面团色泽均匀，轧制的面片无色差，不起花；

面团微粒分子间呈真空状态，空气间隔减少，提

高了面团密度和强度，且生产过程中不易破皮、

断皮、落条；真空和面采用二阶段双速搅拌，即

高速水粉混合阶段及低速揉面阶段，速度分别为

100~130rpm，30~50rpm，和面时间9~15min／次。由

于搅拌时间短，转速低，又无空气阻力，面团升温

低（约5℃左右），避免了因面团温升过高会使蛋白

质变性、损害面筋网络组织现象的发生。

② 多段搅拌：设计和面机的搅拌速度分为2～3

段。高速搅拌保证加水总量在整体的均匀分布和缩

短和面时间，低速搅拌既保证面筋充分形成和扩

展，又降低了面团的温升。

③ 夹套控温：设计和面机机体有冷却夹套。在

和面过程中，通过恒温装置控制和面机机体温升，

和面温度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使得连续生产过程中

面团温度满足工艺要求。

（2）熟化面粒输送机

① 先入先出：将面粒熟化设计在一个比较宽大

的平带式输送机上，保持面粒停留时间在30min以

上。由于平带输送，面粒向前推移时，遵守先入先

出的原则，使面粒熟化时间均匀一致。

② 静置熟化：静置熟化可以减少面粒表面水分

蒸发，防止由于面粒被翻搅，相互结成球状而裹入

空气。

（3）面带复合压延机、面带连续压延机

① 波纹辊压延：模拟手工拉擀面，在机械制面

中，实现了双向组合受力达到擀面作用、连续压延

又达到了拉面作用。

② 特种表面材料：压延辊采用特种不锈钢，耐

腐蚀性强，可长期维持压延辊表面加工精度。解决

多加水率面带粘辊的问题。

③ 单机变频驱动、自动面带张紧控制：每一道

辊都采用单机驱动，变频控制，通过测距传感器，

实现多辊连动。这样设计可简化操作，保证压延率

满足工艺要求，加工出质量稳定的面带。 

④ 三层面带复合：可以根据面条品种的要求，

将面条芯部与表层设计成不同构质、不同性质的夹

心状态。其特点是：一使面条的口感得到极佳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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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二是对特殊要求的添加剂得到完全保留。

波纹辊压延的面带特征如图3所示。用矢量箭头

表示面带组织结构运动的方向和大小（面带上面和

下面的方向呈相反状态）。

由图3(b)可见，尽管上、下侧辊有相同的回转角

度，凹部和凸部的圆周上会产生速度差。

图（a）

图（b）
图3  波纹辊压延的面带特征示意图

（4）面带熟化机

① 面带连续熟化

采用杆式输送带，叠层式设计。缩小占地空

间，有利于工艺参数的控制。

② 附属空调装置

将熟化机设计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通过空

调装置来调节机内工艺参数，保证稳定的熟化效果。

（5）定量切断机

① 平辊整合：最终压延辊是1~2道平辊。经过

波型压延的面带，最后还要再通过平辊压延。由于

这道平辊，可以得到均—厚度的面带。

② 面刀单机变频驱动：采用面刀单独驱动的目

的是解决末道辊与面刀之间的面带张紧问题。由于

最终面带厚度是重要的工艺参数，它影响着后续加

工工艺参数。而末道辊与面刀之间的面带张紧力，

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极易产生变动。利用面刀

单机变频驱动就使得调整面带张紧的问题变得简单

化，操作容易。

③ 特殊薄韧的面刀：切出表面光滑的面条是煮

出好的面条的前提之一，能否保持所需要的形状，

就要看使用的面刀的制造质量。薄刃刀是加工多加

水面条的利器之一。

1.3 适用“延打”拉擀面系统生产的品种

（1）鲜面(切面)

和面加水率为38%，制成面条经简易包装后即

可冷藏上市，保存期一般在4～7天，特殊配方可

保存15～30天。采用拉擀面系统技术制成的面条口

感，比普通机械制面的面条有显著的提高。

（2）半干面

和面加水率>38%，面条经烘干，水分控制在

20%~26%之间，保存期常温条件下3个月，冷藏6个

月。设备特点是占地小，效率高，烘干时无碎头。

（3）挂面

和面加水率>38%，多加水挂面生产系统其产品

特点是较之普通挂面，在口感、耐煮性，弹性，韧

性、透明度等方面有大幅度提高。

设备方面：由于多加水的原因，该挂面干燥系

统选择低温五段式烘干系统，并进行智能化控制。

（4）冷藏面(水煮型)

利面加水率在38～48%，面条水煮后经简易包装

即可上市。主要用于快餐调理食品(即：面条+各种配

菜、肉、蛋等制成的即食快餐)、家庭及餐饮业。

（5）冷冻面

和面加水率在38～50%，该产品口感仅次于生

面，主要用于生产高档次快餐面，家庭及餐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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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长期保存水煮型方便面

该产品被称为“第三代方便面”。生产技术复

杂，设备较昂贵。

（7）炒面

主要应用在快餐调理食品、家庭及餐饮业。

1.4“延打”拉擀面系统生产的各种面条常用特

征比较

见表1和表2所示。

鲜面  半干面 挂面 冷藏面 冷冻面 LL面 炒面
保存期 7～15天 3～6个月 12个月 7天 12个月 6个月 7天

保存条件 冷藏 常温/冷藏 常温 冷藏 冷冻 常温 冷藏
产品含水率

（%）
35~38 20~28 <14 60~70 60~70 60~70 50~60

口感 极佳 佳 一般 佳 极佳 差 佳
调理方便性 较好 较好 差 好 好 极好 好

产品成本 低 低 高 较高 极高 极高 较高

表1 “延打”拉擀面系统生产的各种面条常用特征比较

市售一般鲜面  “延打”真空机制鲜面真空机制鲜面
和面方式 普通和面机 真空和面机

加水率(％)  30~32 40~45
熟化（醒面）  无 有
压延受力方向 纵向 横纵向
水煮时间(min) 4～5～5   2~3

面条韧性  差 非常好
面条弹性 差 非常好

筋力持久性 差 好
保存日期(d) 1 7~14

光滑性  差 好
透明性 无 有
速食性 无 无

其它食用方法 无 无

表2“延打”拉擀面系统生产的面条与市售一般切面技术性能对比表

2. 空气能热泵烘干在挂面干燥中的应用

2.1 空气能热泵烘干的技术原理

空气能热泵烘干机是利用逆卡诺原理，吸收空

气的热量并将其转移到房内，实现烘干房的温度提

高，配合相应的设备实现物料的烘干。

空气能热泵烘干机由压缩机——换热器（内

机）——节流器——吸热器（外机）——压缩机等

装置构成了一个循环系统。

冷媒在压缩机的作用下在系统内循环流动。

它在压缩机内完成气态的升压升温过程（温度高达

100℃），它进入内机释放出高温热量加热烘干房内

空气，同时自己被冷却并转化为流液态，当它运行

到外机后，液态迅速吸热蒸发再次转化为气态，同

时温度下降至-20℃—-30℃，这时吸热器周边的空

气就会源源不断地将热量传递给冷媒。冷媒不断地

循环就实现将空气中的热量搬运到烘干房内加热房

内空气温度。

2.2 空气能烘干的市场优势

（1）高效节能，运行费用低

以产生10万大卡的烘干热量空气能烘干设备为

例，同样，不同热能供给方式的烘干运行成本差异

巨大，具体见表3。

烘干设备
类型

产热量
(万cal)

能源
使用
效率
(%)

能源热值
能源
消耗

量

能源
成本
比较

运行
费用
(元)

综合评价

电加热 10 95 850cal/度度
130
度

1元/度元/度 130 成本最高

燃油 10 80 8240cal/kg 15kg 6元/度元/度 90
成本高，有
污染，安全

隐患大

燃煤 10 35 5000cal/kg 57kg 1元/度元/度 57
成本中等，

污染严重

燃气 10 80 7000cal/m3 18m3 3元/度元/度 54
成本中等，

无污染

 空气能 10 95 3400cal/度度 32度度 1元/度元/度 32
成本最低，
无污染，安

全性高

表3  空气能热泵烘干机与其他烘干机运行成本对比表

从图4数据可以看出，而且空气能烘干机不需

要消耗任何的燃料，也就节省运输和储存燃料的费

用，经济、社会和环保效益显著。

图4 空气能烘干机优势

（2）安全性高，环保无污染

空气能烘干机是通过将空气中的热量转移到烘

房内实现烘干的目的，所以消耗的只是搬运热量的

电量。不需要消耗其他燃料，也就是避免运输与储

放燃料中出现的安全和对环境污染问题。运行过程

也不产生任何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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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烘干品质更好

由于空气能烘干机全部采用自动化控制，可以

根据设定模式自动调节机组的运行的状态。升温稳

定，温度均匀，温差波动少。避免燃料烘干机操作

过程人为因素对烘干质量的影响。

（4）使用寿命长，维护费用低，自动化、智能

化程度高

是在传统空调的技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性能稳

定、可靠，使用寿命可达15年；运行安全可靠，全

不锈钢机身，全自动免人工操作，智能化控制，采

用自控恒温装置，24小时连续干燥作业。

集除湿、加热、制冷、排温、通风为一体智能

化设备，为新型节能减排干燥设备。

三、国内先进挂面生产工艺及应用

3.1挂面生产工艺和设备技术创新及应用

（1）自动化供粉和连续和面、辊压技术 

实现挂面生产供粉—和面—喂面的连续自动

化，采用气流面粉输送技术和真空连续和面（或

卧、立式连续和面）技术， 实现面粉从粉仓到和面

机直接输入及自动计量、给水及计量、连续和面到

压片的自动完成，以解决挂面生产前段用人多、卫

生差、和面效果不理想的问题。

（2）高温快速烘干技术

实现由低温工艺向高温工艺、用烘干机代替

烘房，采用高温快速烘干技术，既提高了面条的品

质、节约了场地、节省热能、实行全自动控制，又

节约了人力，烘干机与烘房相比，易于拆装，利于

设备标准化和质量控制， 用烘干机替代烘房将是未

来挂面设备的发展方向。   

（3）自动化处理和包装技术

实现挂面生产由下架—切断—称量—包装—碎

头处理和利用的自动化，挂面生产后段完全由人工

完成的时代即将过去。下架、切断与称量、包装连

续对接，下架实现自动化，切断实现面条长度任意

调节， 自动称量与包装设备也已在大中型挂面生

产厂家全面推广，干头集中粉碎及回用系统也被大

中、型挂面企业采用。这对于减少劳动力和劳动强

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质量，改善面条品质起到

了重要作用。

（4）超微粉碎技术

面条的筋力与口感一般和原辅料的粒度有关，

尤其是粗粮细作时尤为明显，如杂粮、豆类、薯类

等常温下超微粉（一般在200目左右），面条的筋力

（咬劲）、滑润感就好。采用低温超微粉碎天然香

辛料，可以大大减少挥发性物质及有效营养成分的

损失，使产品的口感细腻，香味浓郁。

（5）防止挂面受虫害污染

挂面经过微波处理后，微波的热效应和非热

效应不仅能杀灭成虫，同时也能杀死虫蛹和虫卵，

效果非常显著。同时，微波杀虫法还能防止挂面霉

变，延长其保质期。

3.2半干面在国内市场逐渐兴起

采 用 自 主 研 发 的 真 空 和 面 ， 远 红 外 高 温

（120℃）快速（3min）去水等先进制面技术制成的

半干面，耐煮不糊，外观晶莹透亮，口感滑爽且有咬

劲，在食用时能快速复水，在中高档餐饮、面馆、火

锅店和家庭市场销量稳步提升。

由于半干面含水率23%左右，在有效灭菌条件下

加工成面条后，采用高阻隔复合膜包装，有效阻止

了氧气进入，断绝微生物生存的环境，确保面条在

储存流通过程与外界隔绝，从而使面条保质时间常温

(20℃)下可达60天，低温（0~4℃）可达半年之久。

半干面既保持了湿切面的新鲜，水面的口感，

避免了挂面在烘干过程中，原先小麦粉加水形成的

蛋白质面筋网络结构遭破坏后的品质劣化，损害面

条口感。特别是半干面在灭菌设备中生产，产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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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洁净，更符合食品安全要求，还不产生生产过程

中的粮食损耗（通常挂面生产中常有落条，碎断等

造成损失，水面在温度稍高季节，常用食碱防止面

条发酸）。加之半干面的去水量约为挂面烘干去水

的一半。生产半干面可比挂面节能50%以上，既节

约了能源，又保护了环境。 

四、我国挂面产业创新方向

4.1 加强挂面品质影响机理研究和相关性研究

高品质挂面的特性包括：良好的蒸煮特性、产

品外观与食用品质。

蒸煮特性包括蒸煮时间、能保持面条的大小与

形状及蒸煮损失少等。

产品的品质特性包括色泽、表面光泽度与质构。

面条质构( 食用品质) 是评价面条品质的最重要

因素，且各地区对面条质构的喜好性不同，如日本

倾向于喜欢软质面条，而中国比较偏好中等硬度与

强的咀嚼感。

淀粉的糊化特性( RVA) 包括最大粘度、糊化温度

等，糊化特性与溶胀特性对面条质构均有很大影响。

直链淀粉与支链淀粉的比例决定了淀粉的物理

化学特性。

蛋白质的含量与品质对面条加工、蒸煮与食用

特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面条研究中，蛋白质品质通常采用 SDS沉降

容积( SDSV) 、SDS － FY 测试、面团流变学特性进

行评价( 包括: 面粉调混性自动记录仪、淀粉测定记

录仪、面筋拉力测定仪、延伸性记录议等) 。

质构分析包括: 硬度、胶粘度、弹性、粘结性、

咀嚼性、收缩性。

蒸煮品质包括: 适宜蒸煮时间、蒸煮损失、吸水

能力、蒸煮后的厚度等。

4.2. 营养健康型挂面产品的研究开发

（1）营养健康是未来挂面产品开发的主流方向

包括全谷物挂面、杂粮挂面、豆类挂面、低升

糖指数挂面、高膳食纤维挂面等的开发。

（2）淀粉特性研究

淀粉的凝胶形成特性是决定淀粉基质面条品质

最关键的因素。淀粉胶体需要创造一个强的耐热的

粘性面条结构，从而避免其在后续干燥与蒸煮加工

过程中断条。

淀粉胶体的品质取决于淀粉的凝胶特性与回生

特性，这些特性主要受淀粉的来源与组成( 直链淀粉

与支链淀粉的比例) 的影响。

淀粉基面条加工关键是要通过加工参数的控制

或加入适量的小麦粉来控制淀粉的特性以优化面条

的品质。热处理促进淀粉糊化与后续的回生，即形

成强的直链淀粉微晶体是生产高蒸煮品质的非小麦

面条的关键。

4.3 挂面包装材料与加工装备的创新研究

我国挂面包装正在由采用纸质包装向塑膜包装

发展。同时也应考虑货架期、自动化程度与生产效

率、便于流通性、成本等诸多因素。

我国的挂面加工装备发展大体经历了最初的

手工制作，到半机械化生产，进口设备的消化与吸

收，到目前的大批量连续化生产的发展过程。

挂面装备的创新重点：自动化水平、食品安

全、节能降耗、在线质量监测与控制。

19http: / /www.cnmf.net中国面粉信息网 http: / /www.cnmf.net中国面粉信息网

2015年我国小麦行情走势暨制粉前沿技术论坛 2015年我国小麦行情走势暨制粉前沿技术论坛



20

新常态下饮食结构的改变及面制品创新方向
□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学院  王学东 （博士 教授）   李庆龙 （博导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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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市场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后期行情展望
□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申洪源   

2015年9月  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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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3到26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

行了2015世界粮食机械展览会，我国有多家粮机厂

家参加。从本次展会的场馆展位设计和参展企业及

参展人员数量及参展企业产品档次都是我国历次粮

机展会无法相比的。从参展的部分产品做一评价，

来分析粮机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粮机发展方向，为

我们国家的粮机企业和粮机设计人员提供参考。

1、产品规格大型化是粮机发展的大趋势

从参展机械的规格看，大产量新产品是主流，

从清理设备、研磨设备到面粉筛理分级设备都是向

大型化发展。小时产量上百吨的小麦清理筛，1000 

mm 磨粉机是主流研磨粉碎产品，8仓、10仓高方平

筛是主流产品。

2、可靠性、稳定性是粮机设计的顶级追求

从产品结构、到材料选择、制造工艺都追求

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结构设计不怕复杂，材料选择

不怕成本高，加工工艺不怕繁琐，所有的一切都是

为了取得运行效果的可靠和稳定。这与我们国内的

产品设计和制造程序是有很大差别的。在我国市场

上，感觉很复杂，很高档的产品，和欧洲设计出来

的产品还是具有很大的差距。材料选择比我们好，

力学性能设计余量比我们大，外观造型比我们复

杂。相比，我们在产品设计、加工等方面的投入还

是存在很大差距的。

3、安全性、人性化设计受到相当重视

这包括设备本身的防护和对操作人员人身安全

的保护方面都很重视。最简单的如传动部分防护罩

是机械行业标准硬性规定。但我国市场上的粮机产

品，目前仍有无护罩运行的。另外，设备外形造型

和色彩方面都得到足够的重视，给操作者或第三者

以舒适感。

4、新型材料得到充分应用

新型复合材料如高分子材料，树脂复合材料在

产品造型设计，外观设计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如磨

粉机外观设计，多种多样，几乎没有重复的设计，

或简洁大方，或追求个性，或造型别致，都能给人

以欣赏的欲望。

5、外观造型设计容易 真正结构创新设计很难

目前这种情况，不仅适用我们国内粮机设计，

对国外粮机设计同样适用。比如磨粉机外观设计千

变万化，而某一机构结构原理创新设计就很少，而

且相互借鉴的比较多。比如布勒公司磨粉机微调手

轮的锁紧结构，就有很多厂家采用；研磨部分的轧

距控制部分结构仍是传统的布勒式、高尔菲特式、

奥克林姆式几种，创新型并不多。

6、我国粮机企业设计投入还需加大

要想有成功的设计，必须要有知识结构全面的

创新型人才。而我国粮机行业设计人员的不足和知

识结构单一，整体设计水平低是普遍现象，真正具

有高学历的研究人员很少。因此，粮机设计需要投

入更大才能吸引高端人才加入，需要投入更多才能

培养出真正具有设计创新能力的技术人才。

（摘自《粮食加工》 )

从土耳其粮机展看未来粮机发展
□  作者：河北苹乐面粉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刘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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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事关民生。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呈现良好发

展态势，面粉产品总量持续增长，市场供应充

足，品种丰富，购销两旺，面粉产品综合价格稳中

有升。品牌是企业外在形象和内在灵魂的载体，是

企业发展理念、企业文化、实力、社会信任度、服

务品质和附加值的体现，品牌在市场资源整合和竞

争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品牌无疑是企业进一步做强

做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

宝，但目前众多的面粉企业在实施品牌战略的认识

上还存在偏差，也缺乏实施品牌战略的紧迫感和相

应的实施机制。

1 面粉企业创建商标品牌的重要性

首先，品牌价值是企业巨大的无形资产。品牌

形象代表着面粉企业所能提供服务的个性特征，它

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和增值的经济资源。品牌

是名称、标记、符号、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它

代表价值、地位、品质、承诺，还有更多难以言喻

的东西。品牌是资产，是财富，是一个企业甚至是

国家的名片。

品牌资产，也称为品牌权益。自上世纪90年代

初期，西方国家便开始越来越注重对品牌资产的研

究，目前是西方营销学最受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之

一。品牌资产包括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

忠诚度、品牌联想度及品牌专利资产等5个元素。以

上这些元素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激

发价值。例如对知名度高的品牌，消费者可能拥有

更多的品牌联想，而品牌联想丰富就可能累积足够

的品牌好感。

其次，品牌是在国际市场中有力的竞争武器。

随着市场竞争力的日趋激烈，国内面粉企业要想在

与国际知名面粉产品品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树立品牌意识。品牌知名度可以通过黄金时段

的电视广告一夜打响，然而对于品牌的认知度、忠

诚度以及联想度则需要漫长的过程。我国企业众多

的产品是有知名度，而无忠诚度，品牌的认知度整

体较低，也就是说消费者对多数国产品牌在品质上

的整体印象远不如对国外名牌产品的品牌认知度

高。我们国内的大多数企业只能给外国知名企业做

贴牌生产，其原因也包括自身的品牌认知度和忠诚

度低。

最后，品牌形象直接影响着客户对企业的忠

诚度。国内面粉产品市场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

段，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面粉产品品牌的加入，给

面粉产品服务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此

时品牌就显得尤为重要，是面粉产品服务商抢夺市

场的有力武器。面粉产品服务的消费者在选择服务

供应商时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优先考虑知名品牌面

粉产品企业。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步伐的加

快，一些对国内面粉产业有利的因素将逐步消失，

一些深层次的不利因素日益显现，面粉产业面对的

国际竞争压力将全面提升。

2 面粉企业的商标战略误区

1）轻视自身能力    

缺乏塑造品牌。面粉企业规模小，提供产品和

服务的能力有限，要做全国知名的大品牌，需要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是一般面粉企业所不能承

受的。由于资金、技术、文化、速度等障碍，面粉

面粉企业实施商标品牌发展战略的探索
□  作者：杨辉 （研究生学历，注册质量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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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很难从战略角度来协调生存与发展的矛盾，导

致很多面粉企业根本没有耐心来做品牌，认为面粉

企业当务之急是解决生存问题，积累资本，做品牌

是以后的事，从而甘于做OEM，回避品牌问题。在

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缺乏品牌意识，

企业之间缺乏竞争，没有把品牌看作影响企业长期

竞争力的有价值的无形资产，这种观念和市场意识

上的落后，往往比产品落后更可怕。

2）品牌理念谬误脱离品牌实质

现在很多面粉企业已经越来越重视品牌，但

很少能真正理解它的确切内涵。其实，品牌不是产

品，也不是一些名称、名词、符号、图案或它们简

单组合，它包含着属性、利益、价值、个性、用

户、文化六个层面的市场含义。品牌代表着企业

对消费者的承诺，是消费者对企业的一种信任和

肯定。很多面粉企业不能正确理解品牌的含义，导

致在品牌塑造中品牌形象朝令夕改、个性不鲜明、

缺乏核心价值、缺乏整合规划，从而损害了品牌形

象，削弱了品牌资产。品牌理念决定着品牌形象的

文化品位和档次，反映了企业的追求和精神境界。

国内很多面粉企业还没有树立起一个正确的品牌理

念观，对品牌的定义、品牌的传播和品牌的竞争方

式等方面的认识都还停留在一个较稚嫩的阶段，其

突出表现就是接连不断的广告战和价格战。

3）对实施品牌战略在认识上有偏差

不少商业企业一听说实施品牌战略，立即把

目光投向生产商开发的名牌商品，以为只要与这些

生产商取得联系，多经营名牌商品，搞一些专卖、

特约经销之类，就是实施和推进品牌战略。其实，

这是个很大的误解。不排除通过工商联手来实施品

牌战略，但商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真正涵义是创

立和培育商业企业自身的品牌，这个认识问题不解

决，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

4）夸大品牌作用

虚化品牌载体。毫无疑问，品牌具有巨大的作

用，根据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分析报告，

《财富》杂志排名前250位的大公司有近50％的市场

价值来自于无形资产，品牌价值是企业无形资产

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粉产品企业对品牌

作用有认识偏差，无限夸大品牌在购买行为中的作

用，忽视脚踏实地的工作，没有过硬的产品质量，

从而使品牌载体虚化。品牌对购买行为过程中的作

用分为：知名度、兴趣度、认知度/差异度、偏好

度、购买欲望度、忠诚度等几个层次。面粉企业在

发展自己的品牌时，不懂得根据顾客行为做出调

整，不了解现有及潜在顾客对品牌的态度和理解，

品牌策略仅仅停留在提高知名度及认知度上。

5）品牌运营盲目

品牌不运营，规模效益难实现，但盲目运营，

牌子就会跨。品牌运营主要有品牌扩张、品牌延伸等

主要方式，国内不少知名面粉企业在品牌稍有影响

时，就盲目进行品牌运营，陷入“品牌运营”陷阱。

品牌扩张，指利用名牌进行低成本扩张，迅速

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弥补品种方面缺陷。其结果进

一步扩大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了品牌的能见

度，因而使品牌的知名度更高。但盲目进行品牌扩

张，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如“爱多”在品牌根基

尚浅时，就将品牌扩张到彩电等八大领域，导致品

牌垮塌。品牌扩张不能仅理解为输送商标使用权，

更重要的还在于要注入新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

品牌延伸，是指创出名牌以后，不断开发新领

域的产品都使用同一品牌。这种借用名牌在消费者

的心理优势，可以极大地提高新产品推向市场的成

功率。品牌延伸不仅可以在同类产品中延伸，而且

还可以在不同行业中延伸。但品牌延伸不能偏离产

品定位，品牌延伸要量力而行，特别要考虑有没有

准备好延伸到新领域的人才，在经营管理有无相应

的保证措施。作为品牌延伸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

是绝不能搞大跳跃，以致失去原有产品在市场上的

地位，否则就完全失去了品牌延伸的意义。

 3 面粉企业的商标战略

1）树立品牌战略意识

企业的经营者，要通过学习现代商业知识，了

解国内与国际商业发展的形势，审时度势，及时抓

住机遇，实施和推进本企业的品牌战略。要深刻认

识到实施品牌战略是现阶段争夺市场份额，求得企

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手段之一。商贸流通企业的经

营者、企业家，都应从这样的高度和理念，树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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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品牌开发战略意识，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实施推进企业的品牌战略。

2）企业为主的产学研联合创建品牌占领市场

面粉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而当前

我国面粉产业科技支撑能力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

整体素质不高，产业层次比较低，基层服务能力存

在弱化的趋势。在研究工作中，重实用技术轻基础

研究，重经济效果轻公益性研究，重常规技术轻软

科学研究，重大张旗鼓造声势而深入一线服务仍难

到位。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储备不足，实实在在的技

术服务又捉襟见肘。同时，科研机构改革处于新旧

体制交替之中，科研主体转换尚需时日，研究工作

在低水平上重复的问题并未真正摆脱。科研与转

化、转化与推广、推广与应用，在体制上仍有“鸿

沟”，“两张皮”现象还没有根本解决。利技成果

转化和推广的力度不足。

在国外，80%的科研在企业完成。我国高校和

科研机构基本游离于企业之外，不能根据市场需求

充分获取研发信息，技术和专利成果缺乏转化途

径。我国面粉企业应该吸取国外经验，积极开展与

科研机构或高校的合作，共建技术中心，共同研究

开发课题，共建高科技实体，把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与企业实际发展要求紧密结合起来。

对新培育出的具有重大市场开发价值的面粉产

品品种，可直接采用品牌命名并加以注册。企业在

面粉产品创新的过程中，对新品种直接采用品牌命

名并加以注册，然后以授权、许可的方式在特定范

围内进行新产品的推广，实行产加销一条龙经营。

这样不仅可以对面粉产品创新成果进行必要的保

护，还能够以此为契机进行面粉产品品牌经营，创

建名牌面粉产品 ，塑企业良好形象，进而抢占市

场，增强面粉产品的竞争力。

3）重视开发绿色无公害面粉产品

绿色浪潮给全球的消费带来了巨大革命。面粉

产品只有天然无污染，才能迎合当前的消费趋势。

另外，营养结构相对于肉产品类更为合理，也是面

粉产品的优势所在，符合人们保健意识增强的消费

趋势。因此，我国面粉企业应紧紧抓住这一关键

点，重视开发绿色无公害面粉产品。

首先企业要进行无公害面粉产品产地认定和产

品认证，在此基础上注册自己的产品商标，逐渐在面

粉产品市场中树立自身的良好企业形象。其次应加强

广告宣传。通过问卷调查显示，很多企业对这一点根

本没有引起重视，仅满足于目前的经营现状，很多消

费者对于本地产品知之甚少。而大量的事实证明，这

一点已成为很多企业成功的关键。面粉产品作为生活

消费品，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采取不同的营销手段。

同时，面粉产品的同质性导致其产品品牌性淡化，因

此，其产地品牌性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点上，由个

别企业推广产地品牌存在着很大难度，需要通过政

府或行业协会组织统一进行。较好的办法是由企业向

政府或行业协会缴纳一定数额的推广费用，由行业协

会根据企业的建议，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进

行统一宣传和推广。另外，在渠道（流通）领域建立

企业的品牌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再其次，针对目标

市场的需求差异，面粉企业应努力在目标市场建立品

牌产品直销点，进行不同品种面粉产品的批发、零售

业务，主销新鲜面粉产品。建立品牌面粉产品直销点

可以有效地防止假冒伪劣，维护企业绿色无公害面粉

产品的声誉，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品种效益和方位效

益。针对消费者鉴别面粉产品能力不强这一问题，面

粉产品企业也应采取不同措施对消费者进行宣传和培

养，如采取现场销售，解答问题的方式，既可有效提

高消费者的鉴别能力，同时也是对自身产品的一个有

效宣传。如解决好这一问题，将可大幅度提高消费者

满意度，对于扩大市场需求具有积极意义。

 4）增加创品牌的投入培育持续发展的战略管

理思想

强化竞争观念，树立长期发展意识。不少面粉

企业存在“只为评品牌而创品牌”的短视心态，尚

未真正意识到品牌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获

取持续竞争力、谋求长远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

民营企业本身要从产品经营转变到品牌经营上来，

以客户为中心和以市场为导向增强企业品牌核心竞

争力，从国际竞争的高度制定适合自己的品牌战

略，确立品牌的核心价值，进一步明确品牌定位，

加大对创品牌的投入，并对品牌进行有效运营和管

理，将品牌的忠诚度、满意度和美誉度作为营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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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加快品牌战略实施进程，增加品牌对企业长期

发展的贡献。

 5）以连锁经营为主做强品牌

创立品牌是品牌发展的初级阶段，经营品牌则

是品牌发展的高级阶段。商贸流通企业既可以通过

发展直营连锁扩张品牌，也可以特许经营、加盟连

锁等方式实现品牌输出。对于资金雄厚的企业，还

可以通过收购、兼并、买卖等资本运作做强品牌。

在这里要着重强调连锁经营，连锁经营是现代流通

方式的主体业态，也是国内外大型商业企业的成功

经验。连锁经营的精要是以品牌为纽带，在尽可能

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开设尽可能多的连锁分店，实现

规模扩张，获得总成本优势，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要发展好连锁经营，“连”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关

键是要“锁”得住。如何才能“锁”得住？一是要

有一个功能完备的配送中心，确保配送到位；二是

要有快捷健全的信息系统，确保信息传输反馈到

位；三是要有人才支持，确保监控管理到位。

6）增强品牌意识加大宣传力度

由于面粉产品种类多，口味相近，消费者的

偏好不明显，因此，企业不论大小，都应注重品牌

的树立和推广。用于食用的面粉产品，由于更贴近

日常生活，所以应加大广告宣传的力度，使之符合

“新鲜、营养、卫生、方便”的消费心理和理念。

品牌形象的建立应贯穿于进料、加工、销售的各个

环节。尤其在促销方面，不应随大流，而要别出心

裁，企业要积极参加影响面广的面粉产品产业博览

会、展销会等，同时利用各种活动宣传推介自身产

品，使进口商和消费者认识了解企业产品，对产品

建立信心，从而建立自己产品的品牌。对于已经建

立的品牌，也要注重宣传，进而维护自己的品牌形

象和地位，并逐步做大做强。

（摘自《现代面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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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出粉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小麦制粉企业的经

济效益，也是重要的技术经济指标之一。但在

小麦制粉过程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制约小麦

出粉率的提高。就高效而稳定的小麦制粉生产线而

言，不同的原粮，不同的操作技能，将产生明显不

同的制粉效果。

在小麦制粉过程中，欲提高小麦出粉率，必

须从原粮小麦、设备操作和制粉工艺等方面综合考

虑，熟练掌控操作技能，不断探索和实践，才能达

到优质、高产、高效的最佳制粉效果，才能提高小

麦出粉率。

1原粮小麦的影响

小麦是制粉的原料，容重大的小麦出粉率高，

籽粒呈椭圆且腹沟浅的小麦，比籽粒细长且腹沟深

的小麦容重值高，出粉率也高；籽粒皮薄比皮厚的

小麦容重值大，出粉率高。小麦品质指标对小麦粉

的质量和出粉率都有直接影响。

1)小麦的品质分类

根据小麦的品种和用途可将小麦分为三种类

型：第一类是强筋小麦，籽粒硬质，蛋白质含量高，

面筋强度强，延伸性好，适用于生产面包粉以及搭配

其他小麦常用粉生产；第二类是中筋小麦，籽粒硬质

或半硬质，蛋白质含量和面筋含量中等，延伸性好，

适用于生产做面条或馒头的面粉；第三类是弱筋小

麦，籽粒较软，蛋白质含量低，面筋强度弱，延伸性

较好，适用于生产做饼干、糕点的面粉。

根据小麦的皮色可将小麦分为白皮麦和红皮

麦。白皮麦麦皮薄，胚乳含量高，灰分低，出粉率

高，且粉色好；红皮麦麦皮较厚，色泽较深，出粉

率低，同一等级的小麦，白皮麦比红皮麦的净麦出

粉率高1%～2%。

根据小麦的粒质可将小麦分为软质麦和硬质

麦。软质麦麦皮厚，胚乳与麦皮不易分离，比重轻，

出粉率低；硬质麦麦皮薄，容易剥刮，出粉率高。

2)小麦的杂质含量

为了保证小麦粉的纯度和出粉率，入磨净麦的

指标为尘芥杂质不超过0.3%，砂石不超过0.015%，

粮谷杂质不超过0.5%。小麦杂质含量高，不仅影

响出粉率，而且小麦粉品质也会下降。因此应加设

初清装置，一般是1台圆筒式初清筛和1台自衡振动

筛，合理配置两台设备的产量和筛孔尺寸，使小麦

进入主车间之前，初步清理大杂及部分不完善粒。

3)小麦的着水润麦

着水润麦是小麦制粉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润麦

应使各麦粒间含水分均匀，胚乳软化，麦皮变韧。

从感官上说，手握有腻感，牙咬不疲不硬，带有发

酥感；用手抓一把搓一下，有数粒小麦粘在掌心表

面，证明小麦着水适宜。润麦水分过高或过低，润

麦时间不合适，都会使小麦的制粉性能变化，出粉

率降低。

润麦水分过高，物料太湿，易引发糊筛，小

麦粉难于筛出，会降低出粉率；润麦水分过低，

皮层与胚乳不能彻底分离，易造成胚乳粘附在皮

层上剥刮不下来，麸皮含粉较多，也会降低出粉

率。不同小麦都有一个最佳入磨水分，硬质麦在

15.0%～15.5%；软质麦在14.0%～14.5%。实际生产

中，考虑到季节、气温等因素的影响，润麦时间一

般为18~24h。硬麦或冬季为24~30h；软麦或夏季为

影响小麦出粉率的因素分析与探讨
□  作者：王晓芳 李林轩 李硕 （湖南永州下河国家粮食储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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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h。

2设备操作的影响

众所周知，制粉设备与生产工艺对小麦的出粉

率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性，没有良好的制粉设备和

生产工艺，即使有品质优良的原粮小麦，也不能达

到最佳制粉效果，因此先进合理的生产工艺和制粉

设备与正确的操作、科学管理是生产高质量、提高

小麦出粉率的有力保障。

1)清理设备的操作

小麦的清理工艺分为初清、毛麦清理和光麦清

理，清理工艺的设置要根据原粮小麦含杂情况灵活

处理。目前，小麦初清后比较完善的清理流程为三

筛、二打、二去石、一精选、三磁选、（或刷麦、洗

麦）、一强力着水、一喷雾着水。经清理后的小麦基

本都能达到制粉工艺要求。如果不正确地调整吸风分

离器、精选机，不合理的分配各道吸风口的风量，会

使下脚中含完善麦粒过多或导致人磨净麦中仍带有麦

皮、麦毛、瘪麦、砂石、虫蚀粒、燕麦、养子及秸秆

等，从而降低毛麦和净麦的出粉率。

2)磨粉机的操作

小麦制粉行业有句谚语：“三分工艺，七分操

作”。只有精心操作，才能生产高档小麦粉，减少

小麦粉中麸星含量。

实践表明，在同一生产线，相同原粮，磨粉机

操作是否恰当，将导致出粉率相差2%，小麦粉灰分

相差0.2%，吨粉耗电能相差8～10 kW.h/t。

任何一条生产线都有一定流量范围，只有一个

最佳工作流量，IB人磨流量为800~1200kg/(cm.24h)。

在磨粉机操作上，前三道皮磨剥刮率对最终小

麦的出粉率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中路出粉工艺中，

前路皮磨应大量造渣、造心，向后路分配物料，尽

量减少麸皮破碎。IB、IIB主要是生产大量麦渣、

麦心，IIIB、IVB尽可能刮净胚乳，保证麸皮完整。

IB只需将麦粒破碎为3—5块，剥刮率35%，取粉率

3%~5%；IIB剥刮率45%~50%，取粉率5%~6%,IIIB形

成新渣，剥刮率45%~55%，取粉率4%~6%，保证最

大限度有粗粒生成。虽然前三道皮磨应放松轧距，

逐步轻研，但必须保证前三道皮磨剥刮率在90%以

上，才能为提高出粉率打下良好基础。否则麸屑会

混入小麦粉，难于筛出，从而影响出粉率，还会使

小麦粉品质下降。

3)清粉机的操作

清粉机的功能主要是物料提纯，为心磨加工作

准备，清粉机操作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前路心磨小

麦粉的灰分，进而影响到出粉率的高低。清粉机的

调节主要是筛绢配备和吸风调节，筛绢配备主要根

据大的气候如冬夏和差异较大的小麦粉品种进行调

节。风量调节，一般清粉机都有大风门和小风门，

操作时要根据研磨小麦品种的不同进行调节风量的

大小，最佳状态是沸腾而不翻腾。

清粉物料的特性，筛面的工作状态，筛网配

置，清粉机流量，清粉机的风量等调节如不适当，

则不能 够充分实现不同品质的粗粒和粗粉的有效分

离，造成好粉出率降低或总出粉率降低。

4)心渣磨的操作

心、渣磨轧距大小取决于物料的粒度、流动性

以及单位流量的高低。心、渣磨系统的磨辊则最好

采用经过喷砂、粗糙度不同的光辊，配备相应的松

粉机。理论上讲，轧距的大小不能大于研磨物料所

留存的筛孔宽度。缩小轧距可以提高该道心磨的取

粉率，但轧得过紧会引起磨粉机振动、磨辊温度过

高，影响小麦粉品质。磨辊轧距过松，好的物料就

从心磨系统平筛中作为筛上物流出，最终作为细麸

打包，从而降低出粉率。

5)高方筛的操作

高方筛主要功能是筛理，既要遵循同质合并

的原理，又便于物料分级后的集中，所以高方筛的

操作既要检验筛绢有无破损，还要察看分级筛分级

情况和粉筛筛理的效果。粉筛太密易造成“筛不

透”，粉筛太稀易造成“筛枯”，影响好粉的提

取。一般对于粗筛和分级筛，要求未筛净率尽量

低，正常情况下应小于10%。但对于粉筛，未筛净

率过低则会出现“枯筛”现象，导致麸星混入小麦

粉影响小麦粉品质，故粉筛的未筛净率以15%～20%

较为适宜。

高方筛的筛号配备必须合理，筛面应张紧，以

利物料的良好分级和筛净小麦粉，还必须把研磨后

物料分级，分离出各种在制品，如麦心、麦渣、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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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粗粉，采用筛孔大小不同，组成长短不一样的

筛理流程。如配置不合理，将产生“筛枯”、“未

筛净”。粉筛筛网的粗细不是恒定不变，而应根据

季节、原粮品质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关键是要解

决筛理时不糊筛的问题，要选择强度高、经过消除

静电处理的筛网，绷装时应达到合理的张紧度。

3制粉工艺的影响

随着现代制粉科学的发展，制粉工艺和制粉设

备越来越引起小麦制粉企业的重视。每一台设备的

操作调整对生产工艺的流量质量的平衡都将产生影

响。因此重视优化制粉工艺的设计，不仅关系到各

制粉设备能否发挥最佳效率，而且影响到生产的连

续稳定性，并直接影响到产品质量、小麦出粉率及

企业的经济效益。良好的设备、合理的工艺是影响

出粉率高低的关键因素。

1)增加皮磨系统的道数

皮磨道数越多，分级越细，出粉率就越高。

不同品种的小麦，其麸粉分离难易程度不同。硬质

麦比软质麦具有较好的工艺性质，在制粉过程中可

得到大量的麦渣、麦心，且皮层与胚乳结合力差，

胚乳容易从麸皮上刮净，麸粉分离效果好。若加工

软质麦，在研磨系统工艺设计中，最好增加一道皮

磨，加强对软质麦皮层的剥刮作用，减少麸中含粉

量，以提高出粉率。

2)使用打麸机或刷麸机

在最后两道皮磨使用打麸机．对加工软质麦，

清理麦皮上的胚乳，最大限度地刷掉糊粉层和浮

粉，提高出粉率很有效。当然，也有将打麸机或刷

麸机设置在前路或中路皮磨系统的平筛之后，以降

低后路皮磨的负荷，有助于提高研磨效率。

3)松粉机与撞击磨的使用

物料经光辊研磨后，部分胚乳会形成粉片和粉

团，粉片不粉碎，平筛便不能出粉，成品面粉被推往

后路重复研磨，降低了磨粉机的效率。经光辊研磨的

物料，送入松粉机将粉片打碎，同时将大颗粒的胚乳

粉碎成小颗粒，小颗粒的胚乳粉碎成粉，从而起到辅

助研磨的作用，可大大提高心磨的出粉率。

撞击磨主要用于处理一等品质的麦心，能够大

量成粉，减少物料后推，提高好粉的出率。

4)须有适宜的筛理面积

筛路组合要根据各仓平筛物料的流量、筛理性

质、筛孔配置、分级后物料的数量及分级的难易程

度，合理的确定分级的先后次序，并配以合适的筛

理长度。粗筛、分级筛要筛的充分，粉筛既不能筛

不透，也不能筛枯。

5)心渣磨磨辊表面形状

心、渣磨磨辊表面的形状对出粉率也有很大的

影响，总之微粗糙表面优于光滑表面。此外，磨辊

的锥度、速比和喷砂对磨辊的性能和出粉率也有大

的影响。如有1/4的磨辊锥度不正确，物料在整个

长度内就不能得到均匀研磨，导致出粉率下降。配

以低速比，是为了减少麦皮的破碎，保证小麦粉的

品质和出率。心、渣磨系统的磨辊最好采用经过喷

砂、粗糙度不同的光辊，要想提高出粉率，喷砂时

可使用粗粒金刚砂；要想提高小麦粉品质，喷砂时

可使用较细的金刚砂。

4出粉率检查方法

由于小麦制粉过程的连续性，出粉率高低只有

将一批小麦加工完，清仓后得到原粮和成品数量，

才能计算出实际出粉率，此时发现出粉率偏低，为

时已晚。此方法所得结果虽然可靠、准确，但它是

事后把关，缺点不言而喻。如何真正做到事前预

防，提前控制，对制粉效果做到心中有数，便于管

理，调控操作技能，在小麦制粉过程中，通过感官

判定出粉率变化，可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

1)抓麸检查法

将麸皮抓在手里，紧握几下，感到绵软、松

散，手指搓捻时带光滑感，手掂时感觉发飘，麸皮

清爽，色泽发黄，这些是麸皮干净的象征。如果麸

皮发硬，手指搓捻时发湿、扎手，手掂时有沉重打

手感觉，色泽泛白，这是麸皮没刮净的征兆，表明

麸中含粉多，出粉率肯定低。

2)系统检查法

因为皮磨系统主要是剖开麦粒，从麸片上剥

刮胚乳，保证麸片完整。用手接取皮磨物料，如果

渣、心分明，手握上去较硬，没有明显小麦粉存

留，再用拇指、食指轻捻时，可以看到小麦粉生

成，说明皮磨操作利于提高出粉率。否则，用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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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料尖上有少许小麦粉，握成团状，有一定温

升，两手掌挤压呈白磷片状，表明皮磨系统操作不

当，可能影响出好粉。

渣磨系统处理粘有麦皮的胚乳颗粒，皮层较

少，用手指捻搓有硬硬的细糁，双掌搓擦有小麦粉

生成，表明渣磨系统出粉率高。如果磨下物有小鳞

片，手攥成团，松开仍有80%以上成团，表明渣磨

系统出粉率低。

心磨系统是将皮磨系统、渣磨系统、清粉系统

三大系统提取的纯胚乳磨细成粉。用手接取心磨物

料，呈绒片状，温升明显，手指捻搓，出现大量纯

白小麦粉，表明出粉率高。如果磨下物没有明显温

升，发青、发粘，表明心磨系统出粉率低。

无论采用抓麸检查法，还是系统检查法，快

速、简便、实用、直观、都能及时发现问题，积极

地采取补救措施，避免造成经济损失。

5结束语

在小麦制粉过程中，原粮品质变化、小麦清理

效果、着水润麦控制和操作技能的变动等客观因素

会造成小麦粉麸星增多、灰分提高、品质下降等不

良后果。欲提高小麦出粉率，必须从小麦品质、设

备操作、制粉工艺、出粉率检查等方面综合考虑，

加强制粉工艺管理，分析各种现象及其内在的联

系，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提高设备技术操作

水平，充分发挥各个环节的作用和各环节的和谐配

合，共同完成繁杂而又细致的制粉生产过程，确保

麸粉最大限度的分离，才能保证最大限度地提高小

麦出粉率，才能生产出高出粉率的合格小麦粉，最

高效率地利用小麦。

（摘自《现代面粉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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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技术在面粉行业的应用

□  粮油面粉行业经理人： 崔玉凤

[纲要] 自动化在面粉厂的重要性 凡宜科技公司简介  自动化产品在面粉行业的应用  

我们的合作伙伴 凡宜的大家族 凡宜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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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的小麦制粉行业基本处于自由竞

争状态。上项目缺乏充分调研，打市场发挥

各种手段。结果是面粉市场鱼龙混杂，产能严重过

剩，加工利润微薄。通过整合过渡到集约与垄断，

是面粉工业的发展方向。比如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

年代，美国的面粉加工企业从423家减少到195家，

法国从1400家过渡到730家，日本从1000多家减少到

119家。整合后，设备开工率分别从70％、40％和

35％提高到93％、80％和80％。

制粉企业逐步走向规模化的同时，面对消费者

的质量意识不断增强，切实提高产品品质成为增强

企业自身竞争力的必由之路。2011年2月我国卫生部

等七个部门公告中明文规定：禁止在面粉生产中添

加过氧化苯甲酰、过氧钙。这是一件具有深刻意义

的大事，不仅促进了食品安全保障与人民生活水平

的进一步提高，也明确了小麦制粉工业必将走向绿

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在这一大环境下，如何开发物理清理的新工艺

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

1、色选机原理简介

1.1色选机是集光、机、电、气、磁于一体的

高新技术产品，主要由供料系统、 光电系统、电控

系统和分选系统四部分组成。待分选物料在供料系

统中通过振动和导向自动形成连续的线状排列，以

恒定的速度进入光电系统探测区；光源照到被测物

料会产生不同的反光特性，其反光特性与合格品等

效，而与瑕疵品差异较大；之后光信号通过传感器

转化成电信号传达给电控系统；电控系统负责将光

电系统传达过来的电信号进行识别和分析，然后对

分选系统下达操作指令；分选系统在接收到电控系

统指令之后，会将瑕疵品吹入次品槽中，从而达到

分选目的。

色选机在小麦清理工艺中的应用及效益分析
 摘要：使用纯粹物理工艺、更加高效智能的色选设备，为小麦制粉工业走向绿色、生态的发

展方向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名优制粉企业提高产品竞争力提供了有效保障。同时文章用数据分析了

采用色选设备的制粉企业，由于提高了产品品质而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关键词：色选机；小麦加工工业；物理工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  林茂先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图1  色选机外观及工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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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型小麦色选机采用高速数字处理器，系统

集成度高，色选效果好，具备一键自动、自学习、

多重自动校正等功能；该色选机配有高密度专用喷

阀，产量大，可配套200-600吨面粉生产线；该色选

机采用高可靠性系统设计方案，整机运行稳定，能

有效去除霉变麦粒、石子、鼠屎等异物，大幅度提

升产品等级。

1.3 新型小麦色选机主要技术参数表

名称 XX3W XX5W XX7W

通道数 180 300 420

产量(t/h)(t/h) 5～9～99 10~17 12~26

电源电压（V）V）） 180~240(50Hz) 180~240(50Hz) 180~240(50Hz)

整机功率（kW）kW）） 1.8 2.9 3.5

气源压力（MPa）MPa）） 0.6～0.8～0.80.8 0.6~0.8 0.6~0.8

气源消耗
（mm3/min））

< 1.4 <1.6 <1.8

机器重量（kg）kg）） 910 1290 1600

外形尺寸
（L�W�H）(mm)L�W�H）(mm)）(mm)(mm)

1455�1535�2142 2075�1535�2142 2625�1535�2142

图2  小麦色选机技术参数

2.色选机应用在小麦清理工艺中的必要性和先

进性

2.1小麦的常规清理工艺分为：初清、毛麦清

理和光麦清理几个阶段。清理工艺的设置，要根据

原粮含杂情况灵活处理。目前常规清理工艺中流程

通常为三筛、二打、二去石、一精选、三磁选（或

刷麦、洗麦）、一强力着水、一喷雾着水。在清理

过程中，设置精选机的目的是去除荞子、大麦、燕

麦等，改善面粉的色泽。但是，在面对病斑、霉变

粒，以及与小麦颗粒大小差异不大且比重相同的杂

质时，传统精选机的剔除效果很不理想。

2.2为了满足人们对食品安全、营养、健康的

需要，不少小麦加工企业采用了新型小麦色选机并

选择先进的色选工艺组合，把常规清理设备无法清

除的病斑、霉变、赤霉病、黑穗病的小麦颗粒，以

及与小麦颗粒大小差异不大且比重相同的杂质在净

麦剔除掉，从而增加了净麦的纯度与健康度，使生

产出来的面粉口味与色泽得到了大幅提高，同时也

使企业具备了生产高档产品（健康、绿色、专用面

粉）的能力。

图3  色选效果

2.3新型小麦色选机专用技术简介：小麦专用振

动器，针对小麦大产量设计，平均流量比大米色选

机增加了30%以上；基于小麦光谱波长的光学系统

设计，主要针对小麦中的霉变病、赤霉病等核心杂

质进行光谱分析，同时进行数学建模，形成一套完

整的光学系统；专用喷阀，单次出气力量比大米色

选机增加10%。

3.应用色选工艺后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分析

3.1经过色选后的小麦品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常规清理设备清除不掉的病斑、霉变的小麦颗粒

及赤霉病等有害颗粒被色选机基本剔除，剔除率

>99.7，从而使面粉品质指标上升。这样不仅可以

提高食品安全可信度，又可以适度降低面粉加工精

度，提高小麦出粉率，做到真正的绿色、生态产

品。由于中国的面食消费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

大多数面制品消费者都是以蒸煮类为主，对面制品

的色泽外观要求严，白度要求高，麸星要求少，因

此对面粉的各项指标要求历来较为严格。

面粉的质量指标有两个：面粉品质指标和加工

精度指标。面粉的品质指标是小麦质量决定的，而

加工精度指标则是由生产工艺、技术管理水平决定

的，这两项指标可以成反比。由于小麦色选机的设

置与作用，小麦质量明显提高，这样既提高了成品

面粉的质量，同时也可以对加工精度适度掌控，相

对提高了出粉率。

3.2应用色选工艺后的经济效益分析：以郑州地

区某2000吨面粉厂为例，增设6台色选设备后，由于

剔除效果优异小麦品质提高，成品面粉价格比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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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产品提高了1.2元/公斤；以出粉率74.3%计算，日

增收为：

●2000吨*74.3%*0.12万元=178.32万元

扣除色选设备产生的日消耗费用：电耗费用

[（3kW*24小时*6台）+（11kW*6台*12小时)]*1.2元

=1.47万元；提升机的电耗是色选机电耗的20%，即

1.47*20%=0.29万元；色选机及其他辅助设备运营折

旧费0.2万元/台/日，即1.2万元；按带出比10:1的测

算损失原粮费用，扣除被色选出的有害物质，用于

工业用粮的差价比为1:0.38，按2000吨/日计算损失

49万元。

因此，2000吨面粉厂新增色选设备后的经济效

益为：

●增收178.32-1.47-0.29-1.2-49=127万元/日

据此计算其它产量面粉厂增收的经济效益为：

●600吨：增收38万元/日

●400吨：增收25万元/日 

●300吨：增收19万元/日

3.3应用色选工艺后的社会效益分析：企业在增

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效益。使用新型色

选机后，霉变的有害物质被剔除干净，使麦品质明

显提高，食品安全进一步提升，人们得以吃到真正

绿色、生态的主食。我们调研发现，采用经过色选

后的小麦制成的面粉生产出的饼干、面包、拉面，

口感有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对制粉企业而言，在

人们日益关注食品安全的今天，应用色选机这一采

用纯粹物理工艺、同时相对传统小麦加工设备更为

新型、智能化的清理设备，对企业竞争力、社会形

象、品牌美誉度也有着良好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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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地址 联系人 销售   

铁西昌谷粮油经销处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 朱玉林 月销售100吨

黑龙江大全粮油经销处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人民路 朱长权 月销售1-2车皮

长江市场园面粉批发部 安徽芜湖 周志义 月销售700-800吨

石家庄佳农粮油市场云鹏粮油 河北石家庄市 放射路 赵云起 月销售500吨

河南遂平桐花面粉经销处 河南驻马店遂平县 赵永生 月销售200吨

北安市天顺粮油贸易公司 黑龙江省北安市北港 赵永庆 月销售300吨

宝力赵氏粮油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宝力镇 赵青 月销售5-6车皮

防东粮油贸易商行 广西防城港市 张自强 月销售100吨

吉林松原乾安雪顿粮油经销处 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南门 张志强 月销售100吨

天意粮油经销处 辽宁省鞍山市 张衍启 月销售5-6车皮

重庆市云阳县年华精品粮油商行 重庆市云阳县 张连华 月销售500-600吨

富康粮油销售有限公司 安徽省灵璧县朝阳镇 张利 月销售2000吨

华良贸易部 江西 景德镇豪得贸易广场 张灏 月销售300-400吨

湖南湘潭丽丽食化面粉经销 湖南湘潭潭衡路 张海泉

山西省忻州市沂禾粮油 山西省忻州市府区 张国军 月销售2000吨

江苏省南京市宝珠粮油贸易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 张国辉 月销售2000-3000吨

东方面粉经销处 河南省商丘市310市场 张东方 月销售2000吨

江西省九江市天鑫粮行 江西省九江市新江东路 余国良 月销售600-700吨

南昌永兴粮油经销处 江西南昌深圳农产品市场 应勇坚 月销售500-600吨

河南驻马店桐花面粉总经销 河南驻马店市湖滨路 姚希钢 月销售300吨

北京东顺周旺面粉配送中心 北京市新发地 姚刚伟 月销售400-500吨

杨兴光粮油经营 内蒙古通辽市东明镇 杨兴光 月销售600-700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鹏泰（秦皇岛）面粉经销处 黑龙江哈尔滨市消防粮库院内 杨淑珍 月销售600-700吨

佳木斯市九信粮油经销处 佳木斯市友谊路兴园胡同 杨士利 月销售150吨

河北洛南县凤智面粉经销处 河北唐山洛南县 严国柱 月销售300吨

滦南凤智粮油批发 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城 闫国柱   

顺昌兄弟粮油 福建省顺昌市 薛贤兴 月销售5-6车皮

河南好运粮油经销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 徐金柱 月销售200吨

玉禾粮油经营部 江苏苏州武江区平望市场 徐怀顺 月销售1500吨

上海恒星粮油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 夏先毅 月销售2000吨

金元粮油店 吉林省桦甸市 吴玉锋

光兵面粉批发 湖北武汉江夏区纸坊街 文光兵 月销售600吨

叠彩兴隆米面经营部 广西桂林市新建路 韦海力 月销售600吨

面粉经销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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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江岸区盛泉粮油 湖北武汉市江岸区 王征 月销售50车皮

内蒙古赤峰市鹏飞粮油经销 内蒙赤峰市敖汉旗新荟镇 王秀荣 月销售200吨

金利粮油有限公司 四川省达州市 王兴茂 月销售2000吨

哈尔滨金龙粮油经销公司 黑龙江哈尔滨香坊粮库 王新涛 月销售1000吨

北门口王俊喜 河北邯郸大名县 王俊喜 月销售5-6吨

吉林省吉林市黑马面粉经销部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王纯吉 月销售600吨

郫县乾禄世通粮行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 王成新 月销售3000-5000吨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福盛源粮油店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 王 哲 月销售7-8车皮

山西朔州田姜商贸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 田屹 月销售150吨

鸡市金谷粮油销售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鸡西市 史喜春 月销售1000吨

辽宁抚顺天下仓粮油商行 辽宁抚顺第六粮库 沈涛 月销售300-500吨

重庆市九龙坡区五得利面粉经营部 重庆市九龙坡区 闪彤升

肇州宏达粮油 黑龙江大庆肇州镇 阮清龙 月销售60-70吨

黑龙江省宁安市天和粮油经销处 黑龙江省牡丹江宁安市东京城镇 任吉和 月销售3-4车皮

上海江沙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 任红军 月销售几千吨

天津任何群 天津河北区 任何群 月销售3000吨

思茅普群红 云南 思茅边城 普群红

永城东方肥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永城市老城 彭自民 月销售300吨

莫航夹粮油经销处 湖南省永州下河国家粮食处 莫航佳 月销售7-8车皮

上饶毛泉水粮油 江西上饶市 毛泉水 月销售300-400吨

西华粮油店 河南周口西华县 马光辉 月销售70-80吨

新旺粮油经销处 黑龙江伊春铁力市 吕国强 月销售100吨吨

北方面粉经营 四川省内江市沿江路 卢华勇 月销售300吨

广州番禺区龙翔168商行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 龙胜利 月销售800-1000吨

吉林三友粮油经销处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 刘迎伟 月销售600吨

兄弟粮油饲料公司 安徽淮北 刘前永 月销售8000-9000吨

贵阳南明惠泽粮油经营部 贵州贵阳南明区甘荫塘 李运祥 月销售700吨

广新粮油经销处 黑龙江省牡丹江宁安市 李月亭 月销售3-4车皮

兰州粮油经销处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 李玉和 月销售1000吨

宋响粮油经销部 江苏常州市新阳光食品城 李艳 月销售1000吨

北京五得利顺平粮油批发部 北京市顺义区 李延平 月销售1200吨

讷河铁校粮油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 李卫新 月销售10多车皮

腾飞粮油商行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 李蕾 月销售300-400吨

平度市李吉林收购站 山东省青岛平度新河镇 李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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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源粮油批发商行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
李广雷 

月销售300吨

河北福明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环 李福源 月销售 1000吨

云梦李春英粮油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
李春英 

月销售100吨

通化市大通粮行 吉林省通化市靖宇路1号 冷凤兰 月销售300-400吨

鸿富商贸有限公司 湖北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
蒋平 

月销售300吨

淮阳姜俊霞 河南周口淮阳县西关
姜俊霞 

月销售100吨

迁西中存粮油经销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
贾东存 

月销售250吨

湖北宜昌市泰丰粮油 湖北宜昌市泰丰粮油批发市场
胡元平 

月销售300吨

文生粮行 河南周口郸城面粉经销处 何文生 月销售600-700吨

黑龙江省尚志市益源粮油商店 黑龙江省尚志市北一道街 韩硬军 月销售300吨

诚信面粉经销处 黑龙江省鸡西市 国世荣 月销售200-300吨

内蒙古双福面业有限公司长春直销处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 郭仲 月销售200-300吨

伊春市伊春区二粮店 黑龙江伊春市伊春区 郭伟平 月销售10多车皮

南昌市恒通粮行 江西省南昌市二七北路 龚爱国 月销售3000吨

牡丹江市红星粮油批发市场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 高志国 月销售4-5车皮

贤记面粉行 广东东莞市厚街镇 高速贤 月销售2000-3000吨

湖南桃江稻花香面粉经销处 湖南益阳桃江县城关镇 付跃辉

绥化市华君粮油经贸有限公司 黑龙江绥化市庆丰路 房会军 月销售3-5车皮

亚东粮油 河南周口鹿邑县 杜亚东 月销售200-300吨

黑龙江省依安县全利粮油店 黑龙江省依安县 邓长海 月销售2-5车皮

吉林省双辽市双丰粮行 吉林省双辽市粮油批发市场 崔宁甲 月销售800-1000吨

顺圆粮油有限公司 黑龙江鹤岗市工农区 崔宝月 月销售5-6车皮

本溪市光明粮油经销处 辽宁本溪市 迟金辉 月销售200吨

山西盛丰粮行 山西大同市 成新生 月销售200吨

万琪面粉经销处 四川广安市万盛一街 陈万琪 月销售600-700吨

贵阳南明好生源粮油有限公司 贵州贵阳市花溪大道 陈全荣 月销售2000吨

半球面粉经销处 广东东莞昌平 陈庆宇 月销售3000-5000吨

宁波张桥粮油批发市场 浙江宁波市江东路林 陈鹏纪 月销售3000吨

大庆市金奥粮油经销处 黑龙江大庆市粮食批发市场 陈凯 月销售4-5车皮

金万福粮油经销处 湖北省宜昌当阳市环南路10号 陈杰 月销售200吨

湖南陈国众粮油经销处 湖南邵阳五里台粮食库 陈国众 月销售800-900吨

福州陈秉端 福建福州马尾开发区 陈秉端   月销售1000吨

放心粮油 河北 邯郸光明县 白树安 月销售4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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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中欧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码垛机器人

产品品牌 中欧 联系人 王磊

电话 0514-80820111-58831 手机 15052501995

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工业园吉安路198号             

网址 http://www.zojqr.com

山东金钟电子集团

参展产品
汽车衡、轨道衡、定量包装秤、非连续累
计自动秤、液压翻板、平台秤、电子地上
衡等。

产品品牌 金钟 联系人 于丹丹

电话 0531-82569082 手机 18653117557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47号  

网址 http://www.jinzhong.com.cn

北京天翔飞域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土耳其YUCEBAS粉质仪等

产品品牌 YUCEBAS 联系人 韩胜利

电话 010-60273429 手机 13601256813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 

网址 http://www.tenovolab.com

北京东方孚德技术发展中心
（北京东孚久恒仪器技术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电子式粉质仪，吹泡示功仪。

产品品牌 东孚久恒 联系人 刘芳芳

电话 010-58523368 手机 15910628636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1号

网址 http://www.graininstru.com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小麦色选机

产品品牌 普锐斯 联系人 张涛

电话 0551-65399166 手机 18715000862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桃花工业园           

网址 http://www.colorsort.cn

 珠海市博恩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面粉加工精度检测仪/近红外谷物分析仪

产品品牌
博恩科技
聚光科技

联系人 蒋衍恩

电话 0756-6889612 手机 13810339142

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白蕉科技园            

网址 http://www.zhbnkj.com

枣庄市三维技术有限公司
（计量包装专业制造企业）

参展产品 全自动面粉包装设备

产品品牌 三维 联系人 张庆安

电话 0632-3359032 手机 15106322189

地址 山东枣庄市市中区渴口（齐村工业园）          

网址 http://www.plxt.cn

泰兴市西桥轧辊厂
参展产品 磨辊

产品品牌 西桥 联系人 常新华

电话 0523-87561153 手机 13901435089

地址 江苏省泰兴市张桥镇西桥村        

网址 http://www.xiqiaoroll.com

济南西泉洗麦机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洗麦机

产品品牌 西泉 联系人 李经理

电话 0531-88889717 手机 13506407230

地址 山东济南市102省道龙山收费站500米路北

网址 http://www.ximaiji.com

扬州市仙龙粮食机械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面粉机械

产品品牌 都菱 联系人 韦刚

电话 0514-86859108 手机 13852198199

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路3号            

网址 http://www.xl-lj.com

鲁山县万通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脱皮机系列

产品品牌 华豫万通 联系人 李建春

电话 0375-5938168 手机 13569571398

地址 河南省鲁山县产业集聚区            

网址 http://www.wttjx.com

安徽正远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面粉包装设备

产品品牌 正远 联系人 张峰振

电话 0551-65679072 手机 18655195952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阜阳路庐阳产业园汲桥路65号           

网址 http://www.zegranbz.com

参展企业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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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金星轧辊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轧辊

产品品牌 全星 联系人 焦荣生

电话 0395-6121888 手机 13633951788

地址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大吴庄            

网址 http://www.jinxingzhagun.net

无锡龙天计量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LCS电脑定量称

产品品牌 腾龙 联系人 王工

电话 0510-82803059 手机 13812541960

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胡埭工业园            

网址 http://www.wuxitljl.com

上海凡宜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传感器

产品品牌 FineTek 联系人 周凤

电话 021-64907260 手机 13816323067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451号           

网址 www.fineautomation.com.cn

江苏经纬输送装备有限公司
镇江经纬输送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输送设备配件

产品品牌 经纬输送 联系人 任茂林

电话 0511-88853100 手机 18952818778

地址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智慧大道668号                       

网址 http://jingweiss.com    

沧州市伟业粮食机械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清理设备

产品品牌 伟业粮机 联系人 何树起

电话 0317-8308678 手机 13393392698

地址 河北省泊头市工业开发区           

网址 http://www.wylsjx.com

浙江格尔减速机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减速机

产品品牌 格尔 联系人 王东明

电话 0577-63171515 手机 18137877877

地址 浙江平阳县万全镇宋桥工业区            

网址 http://www.gearjsj.com

开封市政翰粮机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圆筒初清筛、高效振动筛、平面回转筛、
自动循环风选筛、比重去石机、摩擦打麦
机、脉冲滤尘器等。

产品品牌 政翰粮机 联系人 姬建磊

电话 0371-67813066 手机 18738130222

地址 河南郑州市高新区翠竹街6号863软件园                       

网址 www.zhenghanjixie.com

浙江伯利恒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粉质仪、拉伸仪、近红外成分分析仪、自
动滴定仪等。

产品品牌 伯利恒 联系人 吴中阳

电话 18963627859 手机 18963627859

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虹大道685号            

网址 http://www.bethlehem.org.cn

济宁市穗丰经贸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纱帝筛网、多功能喂料机、料位器

产品品牌 纱帝 联系人 韩树文

电话 13054975719 手机 13054975719

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车站西路2号           

网址 http://suifeng.cnmf.net

河南省丰祥机械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关风器

产品品牌 方翔 联系人 员四方

电话 0391-7711009 手机 13839121598 

地址 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周庄工业区           

网址 http://www.hngfq.com

法国肖邦技术公司
参展产品 近红外、吹泡仪、混合仪、实验磨粉机。

产品品牌 肖邦 联系人 江明能

电话 010-63345789 手机 13910063332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连花池东路甲5号院1号楼           

网址 http://www.chopinchina.com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小麦色选机

产品品牌 安科 联系人 刘雪田

电话 0551-65306892 手机 13956011483 

地址 安徽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望江西路

网址 http://www.chiname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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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希姆勒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包装设备及码垛

产品品牌 希姆勒托利多 联系人 王照跃

电话 0510-85500055 手机 13382222168

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藕塘镇锡陆路            

网址 http://www.wxxml.com

山东桓台东奇粉体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磨粉机

产品品牌 东奇 联系人 蔡立

电话 0533-8165585 手机 13806488620

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经济开发区            

网址 http://www.sddongqi.com

开封市茂盛机械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粮食机械

产品品牌 茂盛 联系人 孟照俊

电话 0371-28991335 手机 13707616785

地址 河南开封市杞县杞柳大道中段西侧       

网址 http://www.maosheng.com.cn

沧州市众志粮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平面旋振筛

产品品牌 沧州众志 联系人 杨经理

电话 0317-4700058 手机 13313171686

地址 河北省沧州市

网址 http://www.zz-lj.com  

开封奥华机械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粮食机械、封闭小方筛、清理设备、输送
设备。

产品品牌 奥华机械 联系人 潘辉

电话 0371-26811166 手机 13937890905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开封县陈留镇

网址 http://www.kfahjx.cn            

扬州正大粮食机械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面粉加工设备

产品品牌 扬州正大 联系人 耿强林

电话 0514-86510999 手机 13852198216

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正大路   

网址 http://www.zdlj.com

菏泽衡通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粉质仪

产品品牌 衡通 联系人 张先和

电话 0530-5385739 手机 13805306262

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人民路658号数码大厦          

网址 http://www.htyq.cn

鹤岗三江自动控制设备厂
参展产品 电脑着水机

产品品牌 老金牌 联系人 殷晓慧

电话 18804681231 手机 18804681231

地址 黑龙江鹤岗市向阳区南翼路              

网址 http://www.sanjiang.cnmf.net

郑州康程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钢板仓

产品品牌 康程仓储 联系人 黄青华

电话 0371-86559735 手机 13526437194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丁庄           

网址 http://www.hngbc.com

扬州宝达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输送带、提升带、畚斗等粮机配件

产品品牌 宝达 联系人 芦明

电话 0514-88310860 手机 13605255747

地址 江苏省宝应县望直港工业园区           

网址 http://www.yzbaoda.com

汉中三益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FBGY系列剥皮机

产品品牌 三益 联系人 候筱

电话 0916-2312932 手机 13571635533

地址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经济开发区

网址 http://sygwbp.com

郑州诚通筛理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单方筛、双方筛、筛格等 

产品品牌 诚通筛理 联系人 梅学银

电话 0371-69387319 手机 13783610748

地址 河南郑州市               

网址 http://www.zzctsl.cnmf.net

沧州开发区北方粮食机械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 清理设备

产品品牌 北方粮机 联系人 王总

电话 0317-3091338 手机 13803256629

地址 河北省沧州开发区金光大道3号         

网址 http://www.bf-l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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