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终烘焙产品的物理特性是烘焙厂的关键质控参数，比如体积和颜色。这些特

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面粉中的蛋白质、淀粉、纤维的数量和功能。Mixolab 2

具有独特的能力来评估这些成分在揉混过程中的联合作用。Mixolab2能自动表

征面团的流变特性，并预测面团在生产过程中加热和冷却环节中的表现。

仅需一次简单的测试，Mixolab 2即可提供烘焙过程中面团的全面表现。

• 吸水能力特性 – 生产中的关键参数

• 和面稳定性特性 – 表明了原料与生产工艺的相容性

• 初始耐热特性 – 表明了面筋结构的耐热特性；预示烘焙过程中体积的增大

• 加热过程中的粘度变化特性 – 预示了受淀粉糊化的影响的面包芯结构

• 高温时的粘度特性 – 预示了受淀粉酶活性影响的产品颜色

• 冷却过程中的粘度变化特性 – 预示了受淀粉老化影响的产品货架期

应用

Mixolab2广受烘焙师和制粉师的一致好评，可应用的多种场景包括： 

• 为特定的烘焙配方和工艺评估面粉的质量和稳定性

• 评估酶制剂的影响

• 开发和测试新的配方与工艺，如全谷物和无麸质产品

• 量化面团特性以更好地控制质量

• 优化烘焙工艺，提高产量，降本增效

• 分析了面团在搅拌、加热和冷却过
程中的全部流变学特性

• 可应用于所有谷物粉， 特别是无
面筋谷物

- 软麦、硬麦、大麦、藜麦、黑
麦、燕麦、荞麦等各类麦类样品

- 木薯、马铃薯等薯类

- 豆类以及更多

• 多个内置测试协议和校准方法

• 可依据面粉种类和烘培工艺定制
测试协议

• 仅需少量样品即可完成测试

• 易于使用及清理

• 全自动运行

• 符合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 ：ISO 
17718:2013, AACC 54-60-01, 
ICC 173-1, GOST R 54498-2011, 
GOST R ISO17718-2015  以及 
GBT 37511-2019

量化面团流变学特性的简单工具

广受好评的新一代面团流变特性分析仪
Mixolab 2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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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节中的质控专家

面团特性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发生变化，在生产关键点的有效测量可以提供关于产品特点和质量的客观数据。这些信息可以

帮助您建立产品控制限从而更好的控制生产工艺，并在每步工艺环节提高质量。

简洁易用的软件

• 提供15种语言（完美支持中文）

• 内置辅助操作视频，极易上手

• 轻松定制测试协议-改变温度和搅拌速度进而更贴近产品的烘焙情景

• 自动监测仪器的精确度

• 混合方法工具预测不同面粉混合后的结果

• 内置算法，可计算面包体积和其他参数

指数 指标意义及分级（从0-9)
吸水率指数 面粉的吸水能力

混合指数 面粉在揉混过程中的稳定性

面筋数 加热过程中面筋的耐热特性

粘度指数 加热过程中的面团粘度变化

淀粉酶指数 表征淀粉酶的活性

回生指数 表征产品的货架期

• 在生产过程中每个关键点的面团特性的全面

表征

• 对工艺中的变量有更好的可视性，允许您对

工艺进行相应的调整

• 预测并纠正非典型行为

• 根据面团的硬度（稠度）调整加水量

和面 一次发酵 和面 分割

二次发酵烘培
冷却包装 

质控点, 质控点, 质控点,

质控点,

质控点,

测试生产过程中实时取样的面团质控点

Mixolab软件显示的不同粉的对比结果

某种面粉的Mixolab剖面图

吸水率指数

回生指数

淀粉酶指数

粘度指数

面筋数

混合指数

专为面粉创新的产品剖面图  

Mixolab2的剖面图经过多年的测试开发，并拥有大量的面粉数据库。剖面图可以根据6个质量指数对产品进行分类:吸水
率指数、混合指数、面筋数、粘度指数、淀粉酶指数和回生指数。（这里的面粉特指经过高度精制的产品，被用于各种
加工食品和烘焙食品）

它是原料质量控制的完美工具，因为您可以创建特定的目标剖面图， 
以更好地筛选和检测性能不佳的原料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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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质仪测试协议-极高相关性 

Mixolab 2配备了一个可选的测试协议，可提供等效的粉质仪数据（数值和单位）。数据与现有粉质仪的产出数据呈极高

相关性，但样品量小得多。

使用特定的测试协议和校准方法，仅需30分钟，Farino协议即可生成以下粉质仪参数的结果 

• 吸水率（%）   • 弱化度（FU）    • 稳定时间（min）            

• 形成时间（min）                  • 机械耐力系数 （FU）           

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细微的调整，进一步优化Mixolab 2的结果和现有粉质仪的结果之间的相关性。Mixolab 2 的Farino

协议的结果正在同其他粉质仪的结果进行不同实验室间的对比研究。 

在收粮时，快速预测面粉的吹泡值

在8分钟内，仅使用50克全麦粉， Mixolab 2用户就可以在

收粮时使用Wixo协议快速准确地预测小麦的吹泡结果。这

个结果是根据一个模型校准的。这个模型是通过三年收获

期得到的350多份小麦样品同时使用Alveograph参考方法

(ISO 27971-2015）和Wixo协议建立的。该图显示了使用

Wixo协议获得的典型曲线。

吸水率 63.4%

形成时间 3.8 min

稳定时间 11.1 min

弱化度（FU） 45 FU

机械耐力系数 51 FU

从Mixlab 2得到的粉质图

使用Wixo协议获得的曲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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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Mixolab 2配有精确温度控制的揉捏系统，一个集成水箱和一个带有两个搅拌叶片的和面钵。它还配备了一个专用的迷你PC  

(不配备:键盘、显示器、显示器连接线和鼠标)。配有连接到Mixolab和冷却循环水必要的液压软管，以及一个清洁刷， 

装样漏斗和一个额外的喷嘴。不标配冷却循环水浴装置。  

尺寸 505mm L x 460mm W x 270mm H 

重量 33 kg 

电源要求 220/240 V 50- 60 Hz, 1000 W 

保险管规格 5x20 T 10 A, 250 V 

噪音 <70 分贝  

MiniPC的规格 系统：Windows 10 IOT 内置Mixolab2操作软件 

冷却系统 冷却循环水浴机（推荐/不标配）或供水系统

数据导出到U盘 支持  

软件语言 中文、克罗地亚语、捷克语、英语、法语、德语、希腊语、意大利语、马扎尔语、波兰语、葡萄牙
语、俄语、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 

打印结果 通过连接外部打印机到MiniPC 

环境要求 室内使用 

储存温度：-25℃至+55℃

工作温度：10°C-30°C

湿度：使用时湿度≤85% 

冷却水：水温15℃-20℃

电压波动：<±10% 

电器产品合规性 污染程度符合EN61010: 2标准

符合EN61010安装类别：II (实验室用电器设备安全要求)

规格
和面钵 

面团检测套件

标准粉

部件号 简介

MIX-315 和面钵，可以提高实验效率 

MIX-320 在线面团检测套件，用于分析生产线上的取样面团 

MIX-191 校准用标准粉

MIX-1005 Mixolab 2备件包 

CHILLER 用于Mixolab 2或Alveograph系统的250W冷却循环水浴机

CHILLER-F500 用于Mixolab 2或Alveograph系统的500W冷却循环水浴机

可选配件及耗材

冷却循环水浴机
F500

冷却循环水浴机
F250

配套产品
TheiaVu™台式视觉检测系统是Mixolab 2的最佳伙伴。它可以测量物理特性，如尺寸、体积和颜
色，以及烘焙产品的内部纹理结构。当TheiaVu与Mixolab 2搭配使用时，面包师可以通过完整的
管控闭环来了解粉质和工艺变化对最终产品的影响。

台式视觉检测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