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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玫瑰碎花非均质重组

食品的单喷头3D打印方法，属于新型食品加工领

域。该方法首先将白芸豆洗净并冷水浸泡12h后

去皮，然后蒸煮40min使白芸豆变软，之后将打浆

后的浆体与白砂糖混合并小火慢煮至豆沙粘稠，

待豆沙冷却至室温后加入黄油、细砂糖、淡奶油

打法，最后加入不同添加量、不同尺寸的经表面

油性处理的玫瑰花碎花。本发明所用于打印的主

要材料为白豆沙，可作为餐饮冷盘用的甜点、点

心。本发明利用单喷头实现了含玫瑰碎花非均质

重组食品3D打印的方法。玫瑰花中富含多种营养

成分，此方法将原先作为下脚料的玫瑰花碎花变

废为宝。本发明没有复杂的长时间处理过程，节

约了制作成本，可操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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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玫瑰碎花非均质重组食品的单喷头3D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1)白芸豆前处理：白芸豆洗净并冷水浸泡后去皮，将去皮的白芸豆蒸煮40min，煮至白

芸豆变软；

(2)打浆：用打浆机将步骤(1)蒸煮后的白芸豆打浆三次，至浆体细腻；

(3)白豆沙的制备：将步骤(2)获得的白芸豆浆体与白砂糖混合并小火慢煮至白豆沙粘

稠，用刮刀提起时呈倒三角的形状；白豆沙冷却至室温后添加黄油、细砂糖和淡奶油，打发；

(4)食用甘油水溶液的配制：20ml食用甘油与100ml水溶液混合配成20％的甘油水溶

液，储存于4℃冰箱中；

(5)玫瑰花碎花的前处理：将完整的玫瑰花花瓣处理成以下三种尺寸：

a、长度0.5cm-1.2cm，宽度0.5cm-1.2cm；

b、长度0.2cm-0.5cm，宽度0.2cm-0.5cm；

c、长度小于0.2cm，宽度小于0.2cm；

将处理好的玫瑰花碎花在步骤(4)提前配置好的食用甘油水溶液中浸泡30min；

(6)添加玫瑰花碎花：将步骤(3)获得的白豆沙冷却至室温后，添加步骤(5)浸泡后的玫

瑰花碎花，获得玫瑰花豆沙混合物料；玫瑰花碎花的添加量为步骤(3)获得的白豆沙质量的

1％-3％；

(7)3D打印：对步骤(6)所得的玫瑰花豆沙混合物料进行3D打印，打印温度为25℃，喷头

直径为1.2mm，喷头移动速度为10-15mm/s，出料速度为20-22mm3/s。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浸泡的时间为12h。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白砂糖的添加量为白

芸豆浆体质量的30％-40％。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白豆沙冷却至室温后

添加黄油、细砂糖和淡奶油的质量百分比分别为15％-20％、10％-12％、10-15％。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白豆沙冷却至室温后添加

黄油、细砂糖和淡奶油的质量百分比分别为15％-20％、10％-12％、10-15％。

6.根据权利要求1、2或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所添加的玫瑰花碎

花为步骤(5)中所述a、b、c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混合。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所添加的玫瑰花碎花为步

骤(5)中所述a、b、c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混合。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所添加的玫瑰花碎花为步

骤(5)中所述a、b、c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混合。

9.根据权利要求1、2、5、7或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打印精度能达到95％以上。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打印精度能达到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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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玫瑰碎花非均质重组食品的单喷头3D打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含玫瑰碎花非均质重组食品的单喷头3D打印方法，涉及食品加工

工艺，属于新型食品加工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三维打印技术是以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为特征的现代智能制造模式，是

通过软件和数控系统将特制功能材料如金属、塑料、细胞以及食品材料逐层堆积固化的成

型制造技术。三维打印技术为我国食品加工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制造技术的新思

路。相较于传统的食品制造模式，三维食品打印技术具有显著优势：(1)定制个性化和营养

化的食品，按照不同人群的特定营养需求打印适合的营养产品，例如：欧盟资助的

PERFORMANCE项目旨在打印一款适宜老人食用的产品；(2)扩大可食用食品材料的来源；(3)

简化供应链；(4)定制食品精致形状。

[0003] 张慜等(2017)发明了一种即食调理土豆泥3D打印精确成型的调控方法(CN 

106805280A)，此发明是首先将土豆进行清洗、去皮后切片并蒸煮，然后打浆至浆体细腻发

亮，加入胶体混合均匀后蒸煮，使土豆熟化并使胶体充分溶解。并通过改善喷头直径、打印

距离、打印温度、喷头移动速度、出料速度等工艺参数来实现调理土豆泥的精细化打印。该

发明中的原料土豆泥为均一体系，物料颗粒用激光粒度仪测定其粒径在205-245um之间，本

发明的原料之一玫瑰花的直径在0.2cm-1.2cm之间。

[0004] 黄海瑚等(2015)发明了一种植脂奶油3D打印方法(CN  104687222  A)。在该发明

中，冷却系统可以很好的实现植脂奶油的固定成型。采用超声波处理可以将植脂奶油分子

粉碎细化，以防止混合不均匀而造成的喷头堵塞的现象，从而很好的提高3D打印系统的打

印效果。该发明的主要研究是混合均匀的植脂奶油的打印，和本发明的玫瑰花碎花下脚料

非均质重组的3D打印方法明显不同。

[0005] 张慜等(2016)发明了一种通过添加功能性糖改善高纤维面团体系成型及3D精确

打印性能的方法(CN  106259599  A)，其原料主要包括熟化面粉100g和浓缩芦笋浆80-120g，

黄油10-30g，功能性糖10-30g。此3D打印材料可食用，主要成分为碳水化合物，同时富含膳

食纤维，为人们提供能量。但该发明的原料之一芦笋老茎需经过打浆、浓缩等前期处理，增

加了原料处理过程的复杂和繁琐性。而本发明的原料之一玫瑰花不经复杂的前期处理便可

用于打印。

[0006] 赵婉艺等(2014)发明了一种多口味夹心食品的3D打印生产方法(CN  104365954 

A)，该工艺利用3D打印的方法，生产一种具有多口味空间夹心结构的食品。在生产的过程

中。多个3D打印头内装有不同的食品基材和夹心材料，基材和夹心材料可以根据设计的需

求打印出不同的空间形状和数量，而且夹心材料可以完全被包覆在基材内。该发明改善了

传统夹心食品夹心单一的缺点，实现特殊的口感，满足人们多样化味觉的需求。该发明讲了

多喷头打印条件下的打印性能，这不同于本发明研究的单喷头打印条件下的打印性能。

[0007] 张慜等(2018)发明了一种利用浓缩果浆预后处理改善3D打印效果的方法(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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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94257  A)，该发明将制好的浓缩果浆凝胶加入到3D打印机的料斗中，选定3D打印机的

模型和体系对应的3D打印参数进行3D打印，对打印产品按照目标形状进行适量修边，最后

对打印产品表面涂膜和快速冷冻。该发明侧重于打印后产品的处理方式，这与本发明侧重

在调整打印参数来改善打印产品的精致性不同。

[0008] 张云玖等(2016)发明了一种冰激淋3D打印方法及其产品(CN  106578317  A)，发明

者设计了一种冰淇淋3D打印机，包括X、Y、Z三个方向的驱动装置，喷料系统，主控装置和防

护罩，其可以解决现阶段3D食品打印耗时时长及成本高的难题，其机构设计合理、技术新

颖。该发明主要侧重在机器的性能和开发上，这与本发明侧重在可打印的非均质食品材料

的研究，两者之间有明显的不同。

[0009] 张慜等(2018)发明了一种易吞咽的双色土豆泥/紫薯泥冷盘3D精确打印方法(CN 

108477545  A)，该发明将日常食用的土豆和紫薯经清洗、去皮后切片，蒸煮并打浆后加入黄

原胶和果胶的复配体系，借助于双喷头打印机，确定双喷头的相对位置，确定打印时的填充

比和填充模式，运用双颜色3D打印模型将土豆泥和紫薯泥打印成型。该发明主要是运用双

喷头打印机，这与本发明的单喷头打印技术不同。

[0010] 魏宏辉等(2015)发明了一种可用于3D打印的糖果浆料及其制备方法(CN 

104938739A)，其各原料的重量百分比分别为葡萄糖50％-85％，纤维素0.5％-5％，木糖醇

6％-10％，麦芽糊精3％-5％以及其他各种辅料。浆料中含有纤维素，可以提高糖果贮存的

耐热稳定性并起到稳定糖果浆料粘度的作用。少量的木糖醇可以增加糖果浆料的流动性，

在进行打印时可顺利出料。该发明主要讲到了打印糖果材料的配方组成，而本发明则是玫

瑰花碎花下脚料的非均质重组3D打印的方法。

[0011] 张慜等(2017)发明了一种改善解冻鱼糜体系成型及3D精确打印性能的调控方法

(CN  106798263  A)，该发明通过亚麻籽胶合葡糖酸内酯酸诱导鱼糜凝胶具有稳定的粘度和

流动性，采用此工艺制成的鱼糜凝胶用于3D打印中可提高出料速度和立体成型率，并且出

料顺畅、不易堵塞、打印精度高。该发明主要是添加辅料改变物料的材料性质，本发明主要

是探究具有不规则形状的软性食品材料用于3D打印时的影响。

[0012] 章云等(2016)发明了一种桂圆米粉3D打印材料及加工方法(CN  106213154  A)，其

原配方为米粉60-70份，桂圆提取物5-8份，水8-10份，鲜奶8-10份，荞麦粉8-10份，植物油3-

5份，蜂蜜2-3份，木糖醇2-3份，食盐2-3份，麦芽糊精2-3份，膳食纤维2-3份，乳化剂1-2份，

香精0.1-0 .2份。桂圆中含有大量有益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丰富了3D打印食品材料的种

类。该发明主要讲到了打印糖果材料的配方组成，而本发明在确定最优的打印材料之后，也

具体确定了最优的打印参数，提高了打印的精确性。

[0013] 张慜等(2017)发明了一种用改善麻薯3D打印精确成型来制作麻薯调理冰淇淋的

方法(CN  106720897  A)。该发明主要研究了从改变打印喷头尺寸以及制备过程中采用高速

均质细化物料质地来改善3D精确打印性能。本发明主要是通过调整工艺参数来改善3D打印

的精确性。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利用玫瑰花碎花下脚料进行非均质重组3D打印的方法，

其在白豆沙中添加玫瑰花碎花，不仅改善了白豆沙的口感，同时玫瑰花的成功打印也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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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食品打印的发展，为之后更多大粒径、不规则形状的食品原料的打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

基础。通过调节不同的打印参数，如喷头直径、喷头移动速度、出料速度等来达到最佳的打

印条件，并获得精度较高的打印物体，同时也为其他研究者实现精确打印提供一定的参考。

[001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16] 一种含玫瑰碎花非均质重组食品的单喷头3D打印方法，该方法首先将白芸豆洗净

并冷水浸泡12h后去皮，然后蒸煮40min使白芸豆变软，之后将打浆后的浆体与白砂糖混合

并小火慢煮至豆沙粘稠，待豆沙冷却至室温后加入黄油、细砂糖、淡奶油打发，最后加入不

同添加量、不同尺寸的经表面油性处理的玫瑰花碎花。为了能够实现玫瑰花碎花下脚料的

精细化打印，选定打印喷头直径、喷嘴移动速度、出料速度进行打印。打印后的物体能在40-

60min内结构不坍塌。具体步骤如下：

[0017] (1)白芸豆前处理：白芸豆洗净并冷水浸泡后去皮，将去皮的白芸豆蒸煮40min，煮

至白芸豆变软。

[0018] (2)打浆：用打浆机将步骤(1)蒸煮后的白芸豆打浆三次，至浆体细腻。

[0019] (3)白豆沙的制备：将步骤(2)获得的白芸豆浆体与白砂糖混合并小火慢煮至白豆

沙粘稠，用刮刀提起时呈倒三角的形状。白豆沙冷却至室温后添加黄油、细砂糖和淡奶油，

打发。

[0020] (4)食用甘油水溶液的配制：20ml食用甘油与100ml水溶液混合配成20％的甘油水

溶液，储存于4℃冰箱中。

[0021] (5)玫瑰花碎花的前处理：将完整的玫瑰花花瓣处理成以下三种尺寸：a、长度

0.5cm-1 .2cm，宽度0.5cm-1 .2cm；b、长度0.2cm-0 .5cm，宽度0.2cm-0 .5cm；c、长度小于

0.2cm，宽度小于0.2cm。将处理好的玫瑰花碎花在步骤(4)提前配置好的食用甘油水溶液中

浸泡30min。表面油性处理的目的是为了使玫瑰花更容易从细小的喷头中挤出。

[0022] (6)添加玫瑰花碎花：将步骤(3)获得的白豆沙冷却至室温后，添加步骤(5)浸泡后

的玫瑰花碎花，获得玫瑰花豆沙混合物料；玫瑰花碎花的添加量为步骤(3)获得的白豆沙质

量的1％-3％。玫瑰花是一种花瓣柔软且受外力容易改变其本身形状，撤去外力后基本恢复

形状的可食用植物食品材料。玫瑰花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同时将作为下脚料的玫瑰花碎

花变废为宝，实现了食品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添加玫瑰花也为产品带来了特有的玫瑰花

风味。

[0023] a、玫瑰花碎花大小的确定：豆沙冷却至室温后分别添加1％三种不同尺寸的玫瑰

花碎花。

[0024] b、玫瑰花碎花添加量的确定：豆沙冷却后分别添加1％-3％处理后的长宽小于

0.2cm的玫瑰花碎花。

[0025] (7)3D打印：对步骤(6)所得的玫瑰花豆沙混合物料进行3D打印，打印温度为25℃，

喷头直径为1.2mm；喷头移动速度为10-15mm/s，出料速度为20-22mm3/s。

[0026] a、喷头直径的确定：试验中研究了添加了不同尺寸玫瑰花碎花的打印材料在喷头

直径在0.84mm，1.2mm，1.5mm的条件下打印物体的成型特点。喷头直径影响不同尺寸大小玫

瑰花的出料情况。当喷头直径为0.84mm时，出料困难，即使打印最小尺寸的玫瑰花时也会出

现断条现象；而当喷头直径为1.2mm时，出料较容易，只有打印最大尺寸的玫瑰花花瓣时才

会出现断条现象；当喷头直径为1.5mm时，打印三种尺寸的玫瑰花时出料容易，但是相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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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2mm喷头打印的产品，出料线条较粗，打印物体表面较为粗糙，打印精度较差。因此，选

用喷头直径1.2mm打印玫瑰花时既可以保证出料的连续性有能实现较为精确的打印。

[0027] b、喷头移动速度的确定：打印物体的精致性与喷头的移动速度有关。当打印速度

过快，不仅会使打印线条产生拉力从而导致线条断裂，也会出现挤出的物料与打印平台或

已打印部分完全粘合前就会随着喷头的移动而移动的现象，这会显著影响打印的精度。当

打印速度过慢时，挤出的线条变粗，使打印物体偏宽、偏大，精度较低。经过大量实验确定喷

头移动速度为10-15mm/s时打印的精度最好。

[0028] c、出料速度的确定：出料速度与挤出物料的直径成线性关系。出料速度和喷头移

动速度要有一个较好的组合。出料速度过快，喷头移动速度小于出料速度，导致打印物体比

目标物体偏宽偏大；出料速度过慢，喷头移动速度大于出料速度，会导致挤出物料容易出现

断条现象。因此，经研究确定最佳的出料速度是20-22mm3/s。

[0029] 所述步骤(1)中，浸泡的时间为12h。

[0030] 所述步骤(3)中，白砂糖的添加量为白芸豆浆体质量的30％-40％。

[0031] 所述步骤(3)中，白豆沙冷却至室温后添加黄油、细砂糖和淡奶油的质量百分比分

别为15％-20％、10％-12％、10-15％。

[0032] 所述步骤(6)中，所添加的玫瑰花碎花为步骤(5)中所述a、b、c中的一种或两种以

上混合。

[0033] 所述步骤(7)中，产品的打印精度能达到95％以上。

[003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是首次将具有一定形状的玫瑰花物料应用于基于挤出

的3D食品打印机，这为之后颗粒状和不规则形状的物料的打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本

发明所用的打印主要材料为白豆沙，可作为餐饮冷盘用的甜点和点心。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0036] 实施例1：添加长宽为小于0.2cm，添加量为1％的玫瑰花碎花进行非均质重组精确

化3D打印

[0037] 首先将白芸豆洗净浸泡12h后去皮，之后蒸煮40min至白芸豆变软，然后打浆机打

浆三次获得细腻的浆体。以打浆后的白芸豆泥为基准，添加30％白砂糖，混合均匀后小火蒸

煮至白豆沙变粘稠，用刮刀提起可形成一个倒三角即可停止加热。以冷却至室温的白豆沙

为基准，加入20％黄油，10％细砂糖，并分次加入12％淡奶油打发。添加长宽小于0.2cm经表

面油性处理的玫瑰花碎花，添加量为1％，借助于玫瑰花特有的风味赋予白豆沙较好的口

感。在喷头直径为1.2mm，打印温度为25℃，喷头移动速度为15mm/s，出料速度为22mm3/s的

条件下打印物体的精确度能达到95％，且在打印后40min内结构不坍塌。

[0038] 实施例2：添加长宽为0.2-0.5cm，添加量为1％的玫瑰花碎花进行非均质重组精确

化3D打印

[0039] 首先将白芸豆洗净浸泡12h后去皮，之后蒸煮40min至白芸豆变软，然后打浆机打

浆三次获得细腻的浆体。以打浆后的白芸豆泥为基准，添加30％白砂糖，混合均匀后小火蒸

煮至白豆沙变粘稠，用刮刀提起可形成一个倒三角即可停止加热。以冷却至室温的白豆沙

为基准，加入20％黄油，10％细砂糖，并分次加入15％淡奶油打发。添加长宽为0.2-0.5cm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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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油性处理的玫瑰花碎花，添加量为1％，借助于玫瑰花特有的风味赋予白豆沙较好的口

感。在喷头直径为1.2mm，打印温度为25℃，喷头移动速度为13mm/s，出料速度为22mm3/s的

条件下打印物体的精确度能达到95％，且在打印后40min内结构不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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