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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破坏应力确定超微粉碎骨粉的

前处理工艺研究

陈丽尧，李晓东 *
(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   要：对超微粉碎之前的原料猪骨进行高压处理，处理后的骨头的硬度随处理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本实验根据

使用的 HMB-701 超微粉碎机的工作原理，对处理过的骨的垂直折断力和挤压力进行分析，经过计算得出骨头的破

坏应力，这不仅能简化对粉碎过程的分析，而且能反映出不同处理方法对原料骨的硬度的影响，可以进而筛选出

最佳的前处理工艺。经过实验对比，超微粉碎的高压前处理条件确定为处理压力 0.15MPa、处理时间 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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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suferfine comminution, the pre-treatment, pressurization of pig bone is required. Evidently, the hardness of treated

bone varies with pressurization conditions. In this study, the perpendicular shear force and extrusion force and Paralle extrusion force and

parallel extrusion force of the treated bone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used HMB-701 type micronizer, and then the

failure stress was calculated. This could not only simplify the process of analysis, but also reveal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re-treatment

conditions on the hardness of bone. Futhermore, the best pretreatment technology could be obtained. According to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best pre-treatment technology is determined as treating pig bone for 60 min at 0.15 MPa.

Key words：bone powder；superfine comminution；per-treatment；failure stress
中图分类号：TS2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30(2008)12-0377-04

收稿日期：2007-11-17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十一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GB06B403-2)
作者简介：陈丽尧(198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畜产品加工。E-mail：cly1980hrb@163.com
* 通讯作者：李晓东(1968-)，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畜产品加工。E-mail：hrblxd@163.com

超微粉碎通常是指将直径为 3mm 以上的物料颗粒粉

碎至 10～25μm 的过程。由于颗粒的粒度极低，使其具

有其他粉体所没有的特点，例如良好的溶解性、分散

性、吸附性、化学活性等 [ 1 ]，因此，经过超微粉碎的

畜禽骨骼骨粉具有很好的补钙效果。但是由于骨头的硬

度太大，直接将骨头粉碎不仅困难，而且对机器损伤

也很大。所以需要对骨头进行前期处理，以降低骨头

的硬度，骨头前处理的方法有酸处理、碱处理和高压

处理等方法，本实验采用高压处理对原料骨进行前处

理，引用材料力学中的破坏应力的概念，确定前处理的

强度对骨头的硬度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将经过不同处理方法处理过的原料猪骨加工成不同

的试件，以便不同的实验。 用于测量骨头垂直折断力的

矩形截面梁试件：长度、宽度和厚度为 5cm × 1.5cm ×

0.3cm；用于测量垂直挤压和横向挤压的柱形试件：长

度、宽度和厚度分别为 0.6cm × 0.7cm × 0.2cm。

1.2 仪器与设备

万能实验机 WDW-5    济南试金公司；HMB-701 型

超微粉碎机    北京环亚公司；高压锅    吉林百奥公司；

游标卡尺。

1.3 超微粉碎过程的分析

1.3.1 超微粉碎机的工作原理

粉碎机的粉碎装置是安置在粉碎机内部的、固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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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垂直折断力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perpendicular brisement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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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垂直挤压力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perpendicular extrusion force
delin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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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

主转动轴上的悬臂所连接的两个粉碎轮，当机器转动的

时候，两个粉碎轮不仅随着主动轴转动，而且还在离

心力和惯性的作用下自转。骨头通过进料口后进入粉碎

机内部，当机器运转时骨头受到切线方向的冲击力，这

个力在骨头粉碎的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

1.3.2 物料的受力分析

用于物料粉碎的作用力主要有拉、折、弯、压(挤)
和剪切、磨、撕几种基本形式 [ 2 ]。骨头在这种超微粉

碎机内被粉碎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原料骨抵抗各种形式破

坏的能力，而原料骨的这些力学性质，可以通过三种

主要的破坏极限应力来描述，即垂直于骨头纹理走向的

折断破坏应力——由垂直折断力实验获得，平行和垂直

于骨头纹理走向的挤压破坏应力——由水平和垂直于骨

头纹理走向的挤压破坏实验获得[3]。

1.3.2.1 垂直折断应力分析

式中，b 为试件宽度；h 为试件高度。

1.3.2.2 垂直挤压应力分析

在超微粉碎机中，小块的骨头与超微粉碎机内壁之

间，骨头与骨头之间都有相互挤压的作用，当骨头受

到垂直于骨头纹理的方向上的挤压力时，骨头在其垂直

的方向上进一步破碎，变成微小的粉粒。将长度、截

面宽度和厚度都相同的柱形试件(图 2)，放置在水平面

上，在垂直于骨头纹理的方向施加压力 F，虚线部分为

骨头的纹理，a、b 为试件的宽度和长度，当试件被压

碎的时候，这个力就是试件的垂直于纹理方向的破坏极

限力，为排除试件大小的影响，采用试件横截面的应

力来表达原料骨抵抗垂直挤压破坏的能力：

             F
σCV= ——

            Lb

式中，σC V 为原料骨垂直纹理方向的最大抗压应

力，即该方向的挤压破坏应力；L b 为截面积。

1.3.2.3 水平挤压应力分析

骨头与粉碎轮相接触，发生断裂，这是因为骨头

受到垂直力的作用，将各种不同处理方法获得的猪骨试

样制成长度、截面宽度和厚度都相同的梁试件(图 1)，水

平放置在两端距离为 L 的水平支架上，向试件中点处垂

直施加力 F，这时试件便产生弯曲(图中曲线部分)，弯

曲变形时横截面形心沿铅垂方向位移称为挠度[4]，继续

增加这个力直到试件断裂，这时候的力就是此试件垂直

力的破坏极限，称为垂直折断力，垂直折断力的作用

是将大块的骨头粉碎成小块。为排除这个力所受到试件

截面积的影响，采用材料力学弯曲理论，计算横截面

上的最大拉应力，来表达原料骨抵抗横向垂直折断的能

力 [ 5 ]。可以用如下所示公式表示：

            M
σW= ——

            W

式中，σW 为原料骨最大抗拉应力；M 为弯矩；

W 为抗弯截面系数。

        1
M= — FL
        4

式中，F 为垂直折断力的破坏极限；L 为两个支点

的距离。

W=bh2/6

图3   水平挤压力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parallel extrusion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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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

在超微粉碎机中，骨头之间不仅有垂直骨头纹理方

向的压力，而且还有平行于骨头纹理方向的压力，在

平行于骨头纹理的方向上施加一个力也会使骨头破碎。

将长度、截面宽度和厚度都相同的柱形试件，如图 3 所

示，放置在水平面上，对试件施加一个与骨头纹理相

同方向的压力 F，虚线部分为骨头的纹理，L 为试件的

高度，B 为试件的长度，当试件被压碎的时候，这个

力就是试件的水平于纹理方向的破坏极限，为排除试件

大小的影响，采用试件横截面的应力来表达原料骨抵抗

水平挤压破坏的能力：

             F
σCH= ——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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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时间(min)
破坏应力(N/MPa)

45 60 75
垂直折断力 9.27 5.06 2.71

垂直于纹理方向的挤压力 18.10 9.77 5.94
平行于纹理方向的挤压力 15.80 7.49 4.60

表4   处理时间与破坏应力的关系

Tabl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atment time and failure stress
at 0.15 MPa of pressure

处理时间(min)
破坏力峰值(N)

75 60 45
垂直折断破坏力 24.4 45.6 83.5
垂直挤压破坏力 64.7 106.4 197
水平挤压破坏力 50.1 81.6 172

表2   处理压力为0.1MPa时处理时间与三种破坏力峰值的关系

Tabl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atment time and peak values of
three failure force at 0.1 MPa of pressure

处理压力(MPa)
破坏应力(N/MPa)

0.05 0.1 0.15
垂直折断力 13.25 9.27 5.06

垂直于纹理方向的挤压力 22.51 18.10 13.80
平行于纹理方向的挤压力 22.01 15.80 11.20

表3   处理压力与破坏应力的关系

Tab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atment pressure and failure at
45 min treatment stress

式中，σC H 为原料骨平行纹理方向的最大抗压应

力，即该方向的挤压破坏应力；L b 为截面积。

1.4 骨头破坏应力的前处理工艺实验

1.4.1 处理压力的影响

用高压锅在 0.15、0.1、0.05MPa 三个压力下分别

处理骨头 45min，处理后经过沸水煮 20min 左右，105℃
干燥 4h 后，将骨头加工成长宽厚分别是 5cm(F)× 1.5cm
(h)× 0.3cm(b)和 0.6cm(F)× 0.7cm(h)× 0.2cm(b)的试件，

备 用 。

1.4.2 处理时间的影响

用高压锅在 0.1MPa的条件下分别将骨头处理 75、60
和 45min，经过同样的工序，将处理后的骨头同样加工

成长宽厚分别是 5cm(F)× 1.5cm(h)× 0.3cm(b)和 0.6cm(F)
× 0.7cm(h)× 0.2cm(b)的试件，备用。

1.5 骨头破坏应力的测量

将加工好的原料骨试件放在万能实验机的实验台

上，调整好位置然后将下压头，尽量使压头靠近试件，

最后开始测量。压头向试件施加压力，直到试件断裂，

记录断裂时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本实验所要提取破坏

力峰值，也就是试件所能承受的最大力，并根据这个

数值和上边的公式进行应力计算，结果见表 1 、2 。

从表 3 可以看出，随着压力的升高，垂直折断力

呈下降趋势，说明压力的升高对骨头的硬度产生很大影

响，是在从 0.05MPa 的 13.25N/MPa 降低到 0.15MPa 的

5.06N/MPa 整体下降大致呈线性。随着压力的升高，垂

直挤压力呈下降趋势，整个的下降趋势大致呈一条直

线，说明压力在垂直于头的纹理方向上对骨头的硬度的

影响是比较均衡的。随着压力的升高，水平挤压力成

下降趋势，下降的趋势整体上也是比较平缓的，说明

压力在平行于骨头纹理的方向上对骨头硬度的影响也是

比较均衡的。

由于随着压力的增加，骨头的破坏应力，即骨头

的硬度下降，所以最终的处理压力选为 0.15MPa。
2.2 处理时间的确定

处理时间的不同，导致了骨头的破坏应力的不同，

也能从一方面反映出对骨头的硬度的影响，具体的处理

压力与破坏应力的关系见表 4。

从表 4 可以看出，在一定压力下，随着处理时间

的延长，骨头的垂直折断力也随之降低，从处理时间

为 45min 时的 9.27MPa 到处理时间为 60min 的 5.06MPa，
垂直剪力下降得十分明显，说明在这一区间内处理时间

对骨头的垂直剪力的降低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骨头的

硬度再这一区间内变化最明显。但是从处理时间为

60min 的 5.06MPa 到处理时间为 75min 的 2.71MPa，其下

降的趋势有一点变的平缓，说明在这一区间内处理时间

对骨头的垂直剪力的降低的作用比前一个区间的作用小

一点，骨头的硬度在这一区间变化不大。

在处理压力一定的时候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骨

头的垂直挤压力也随之降低，从处理时间为 45min 时的

18.1MPa 到处理时间为 60min 的 9.77MPa，垂直挤压力

处理压力(MPa)
破坏力峰值(N)

0.15 0.1 0.05
垂直折断破坏力 45.6 83.5 119.3
垂直挤压破坏力 150.19 197 245
水平挤压破坏力 122 172 239.6

表1   处理时间为45min时处理压力与三种破坏力峰值的关系

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atment pressure and peak
values of three failure force at 45 min of treatment

2 结果与分析

2.1 处理压力的确定

处理压力的不同，导致了骨头的破坏应力的不同，

直接反映处理骨头的硬度的变化，具体的处理压力与破

坏应力的关系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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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得比较明显，说明在这一区间内处理时间对骨头的

垂直挤压力的降低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骨头的硬

度再这一区间内变化比较明显。但是从处理时间为

60min 的 9.77MPa 到处理时间为 75min 的 5.94MPa，其下

降的趋势变的平缓，说明在这一区间内处理时间对骨头

的垂直挤压力的降低的作用不是很大，骨头的硬度在这

一区间变化不大。

在处理压力一定的时候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骨头

的水平挤压力也随之降低，从处理时间为 45min 时的

15.8MPa 到处理时间为 60min 的 7.94MPa，水平挤压力下

降得明显，说明在这一区间内处理时间对骨头的水平挤

压力的降低起着比较的作用，所以骨头的硬度再这一区

间内变化明显。但是从处理时间为 60min 的 7.94MPa 到

处理时间为 75min 的 4.60MPa，其下降的趋势变的平缓，

说明在这一区间内处理时间对骨头的水平挤压力的降低的

作用不大，骨头的硬度在这一区间变化不大。

由于在一定压力下，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骨头

的破坏应力也随之降低，因此骨头的硬度也随之降低。

从整体上看，在处理时间为 45min 到 60min 的区间内，

骨头的破坏应力变化较大，但是从 60min 到 75min 的区

间内，其变化不大。所以，从节能和降低成本两方面

来讲，最终的处理时间定为 6 0 mi n。

3 结  论

通过以上实验可知，当处理压力为 0 . 1 5 M P a
时，骨头的破坏应力最低，反映出经过此压力处理的

骨头的硬度最低。当处理时间为 75min 时，骨头的破坏

应力最低，但是，与处理时间为 60min 的破坏应力相比

较，两者相差不大，从节能和降低成本两方面来讲，

选择处理时间为 60min。所以选择最终的处理条件为处

理压力 0.15MPa、处理时间 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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