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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循环真空联合干燥技术研究
李日天

（中山凯旋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中山 528400）

摘　要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 , 各个行业、领域的企业也迎来了千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机，在此期间 , 一大批优秀

的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的成长壮大起来 , 为国家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设备制造行业，这对于制造

业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热风循环真空联合干燥技术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就以热风

循环真空联合干燥技术为题，从联合干燥技术的概念意义及如何加强联合干燥技术展开全面深入的论述，希望能给同行业

者带来一定的帮助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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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家的国际地位进一

步提升，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世界各国人民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赞誉，在

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实

体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尤其对于装备制造业更为国家的发

展发挥了生要的作用。实体经济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为国

家积累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同时又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

位，可以说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国家经济的全面

复苏和提速。而一些需要干燥和通风的关键技术环节上，

热风循环真空联合干燥技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

1 热风循环真空联合干燥技术的概念

所谓热风循环真空联合干燥技术（见图 1）指的是在需

要进行除湿烘干干燥的情况下运用物定的设备，保持设备

内的空气形成真空状态，而后再全面输送以热风，进行往

复循环的方式来有效保证所需物体达到干燥的状态，以便

于蔬菜、药材、水果等能够长时间的保存，为需要相关物

品的地域提供必要的供给。该项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经过

反复的尝试和试验，最终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技术手段，其

造价十分便宜，其方法十分科学简单，便于操作，能够为

广大业主带来一定的收益。

2 热风循环真空联合干燥技术的应用意义

合理应用热风循环真空联合干燥技术能有效提升物品

的干燥程度，这对长时间保鲜储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一些蔬菜水果以及药材等所需物品，需要进行一

定时间的储存，但由于这些菜品含水量比较高，不容易保存，

如果对这些蔬菜水果添加防腐剂，这对于菜品而言，严重

影响口感及食用安全，因此急需一种特别适合真空保存的

方法，而热风循环联合干燥技术因其热风干燥效率高、真

空干燥卫生、杀菌、保鲜、高效等特点，可以有效的解决

以上问题，通过将蔬菜水果药材等物品放入密闭容器之中，

而后通过送热风的方式将以上菜品快速烘干，这样不仅能

避免细菌灰尘等物体的入侵，使干燥物保持原有色、香、

味、形，还能最大限度保存果蔬中各种生理活性营养成分，

干燥品质好，进而提升菜品储存时间。[2-3]

3 加强热风循环真空联合干燥技术的方法

3.1 全面加强热风的送风效率

热风循环真空联合干燥技术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加强

热风的送风效率。为了保证干燥技术，只能提升相应的温

度，而适当的加温能够有效提升干燥效果，如果不停的增

加温度则会损害所需保存的物品。而加强热风的送风效率，

提升热风的整体循环速度能够较好的解决以上问题，使物

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烘干工作。

例如，某蔬菜批发商在对自己的香茹进行干燥的过程

中，首先要保证干燥后香茹复水性特别好，不影响正常食用，

同时还有尽可能保存香菇的营养成分。在进行干燥的过程

中，首先将香茹放入密闭的干燥容器内，保留进风口和出

风口畅通，同时对于整个的密闭容器而言，应该确保容器

处于真空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加强热风的输入，在输入

热风的过程中应该保证输入风口的直径不大于 18mm，这样

能够有效保证热风输风效率，同时在送风的过程中应该加

大送风机的送风温度，尽量减小送风的速度，如果送风速

度过大容易带走较多的热量，送热效率也相对较低，因为

热风温度不同，产品的干燥效果也有所不同（如表 1 所示）。

此外，热风的温度一般控制在 59 至 79 度之间，送风的速

度则保持在 3m/s，上下的误差范围控制在 0.3m/s，此时的

送风效率应该是最高的，也是最稳定的。

3.2 加强机械设备的日常监管与护理

全面加强机械设备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对于有效提升整

个热风循环真空技术有着十生重要的作用。也是促进整个

干燥技术研究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机械设备能否正常

工作直接影响着干燥技术的效果。

例如，对于干燥设备而言，技术工作人员应该严格按

照每天检查每月保养，每 300 工作小时进行一次有效维护

的原则保证热风的正常工作，及时对于易磨损部位添加更

换润滑油，尽量减少正常消耗性磨损，以确保整个机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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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热风温度对物品干燥效果比较

热风干燥温度
Hotairdryingtemperature/℃

亮度值
L*value

红绿值
a*value

黄蓝值
b*value

硬度
Hardness

感官评分
Sensoryscore

80
38.72± 23.54± 16.11± 1.40± 4.5±

1.09c 11.12a 2.17a 0.14a 0.3b

70
45.95+ 24.21± 12.84± 0.90± 7.0±

0.69b 5.62a 1.89ab 0.12b 0.3b

60
50.70± 16.77± 11.89± 0.83± 8.2±

l.07a 6.40a 2.70ab 0.07bc 0.1a

50
51.26± 21.29± 9.82± 0.53± 6.8±

1.25a 3.92a 0.77b 0.17b 0.2bc

注 : 风速 0.5m/s、真空度 -0.09MPa、杏鲍菇菇头切片厚度 0.6 ～ 0.8cm、装载量 100g，下同。热风干燥时间 20min、真空
干燥温度 60℃。不同字母表示 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n=4，下同。

　　注：1.水箱；2.雾化泵；3.单向电磁阀；4.空气加热箱；5.喷嘴；6.排风排湿电磁阀；7.加热管；8.热风温湿度传感器；

9.空气电加热装置；10.热风进风管路；11.比例阀；12.管路温湿度传感器；13.真空管路；14.弧形扰流板；15.单向止回阀；

16. 挡风版；17. 料层支架；18. 干燥腔真空传感器；19. 真空脉动干燥箱体；20. 余热回收装置；21. 风冷系统；22. 冷却

水箱排水阀；23.真空泵；24.真空泵冷却水箱；25.干燥腔内热风温湿度传感器；26. 物料温度传感器；27. 称重传感器；

28. 碳纤维红外加热板；29. 物料；30. 泄压电磁阀；31. 排污阀；32. 轴流风机；33. 物料盘；34. 热风回风管路电磁阀；

35. 工控触摸一体机；36. 热风回风管路；37. 导流板；38. 离心变频风机。

图 1 热风真空联合干燥设备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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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之中。

3.3 完善热风循环真空联合干燥规范机制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热风循环真空联合干燥规范机制，

对于促进干燥技术的研究和提升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体制机制的建立能够使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能不断

提升工作效率。

例如，作为联合干燥技术应用的厂家，在进行热风循环

真空联合干燥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提升制度机制建设，让加

强热风循环的联合干燥技术使用成为一种常态，这样对于整

个干燥技术的发展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规范机制应该从技

术奖励机制、员工日常工作机制、维护保养设备机制等方面

入手，不断提升联合干燥技术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总结

全面加强热风循环真空联合干燥技术的发展和研究对

于提升干燥技术和工艺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不

断的加强研究和改进技术，进一步提升干燥技术，才能够

在未来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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