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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释营养主食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缓释营养主食及其制备

方法。该缓释营养主食包括核层和包覆在核层外

部的壳层，核层包括第一亲水性胶体和负载在第

一亲水性胶体中的主食类成分，壳层包括第二亲

水性胶体和负载在第二亲水性胶体中的功能性

营养素，功能性营养素包括食源性蛋白粉和功能

性油脂。与传统的食品依靠功能性组分发挥化学

作用以控制饭后血糖升高的原理不同，本发明创

新性地将营养主食制作为核壳结构，将容易引起

血糖快速上升的主食类成分负载在第一亲水性

胶体中作为核层，将不易引起血糖快速上升的功

能性营养素负载在第二亲水性胶体中作为核层。

这就实现了功能性营养素和主食类成分的分级

缓释，延长了二者的消化时间，从而能够有效控

制饭后血糖的快速上升，且能够持续为机体供应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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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缓释营养主食，其特征在于，所述缓释营养主食包括核层和包覆在所述核层外

部的壳层，所述核层包括第一亲水性胶体和负载在所述第一亲水性胶体中的主食类成分，

所述壳层包括第二亲水性胶体和负载在所述第二亲水性胶体中的功能性营养素，所述功能

性营养素包括食源性蛋白粉和功能性油脂；所述第一亲水性胶体和所述主食类成分的重量

比为0.5~1:1，所述第二亲水性胶体和所述功能性营养素之间的重量比为1~2:1，所述核层

和所述壳层之间的重量比为0.2~0.5:1；

所述食源性蛋白粉为大豆分离蛋白粉，所述功能性油脂为卵磷脂，所述食源性蛋白粉

和所述功能性油脂之间的重量比为1~6:1；

所述功能性营养素还包括葫芦科蔬菜粉；所述食源性蛋白粉和所述葫芦科蔬菜粉之间

的重量比为2~10: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缓释营养主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亲水性胶体和所述第二

亲水性胶体分别为明胶和/或琼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缓释营养主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食类成分包括谷物粉和/

或薯类粉。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缓释营养主食，其特征在于，所述谷物粉为薏米粉、燕麦粉、稻

米粉、粟米粉、黍米粉、玉米粉、藜麦粉、荞麦粉、大麦粉、青稞粉、高粱粉及小麦粉中的一种

或多种，所述薯类粉为魔芋粉和/或紫薯粉。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缓释营养主食，其特征在于，所述葫芦科蔬菜粉

为苦瓜粉和/或西葫芦粉。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缓释营养主食，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性营养素还包括膳食纤

维和抗氧化营养素。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缓释营养主食，其特征在于，所述膳食纤维为低聚木糖、低聚

果糖、异麦芽低聚糖、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海藻胶、木质素及菊粉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

抗氧化营养素为β胡萝卜素、维生素C、维生素E、大豆异黄酮、银杏黄酮及花青素中的一种或

多种。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缓释营养主食，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性营养素还包括食用甜

味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缓释营养主食，其特征在于，所述食用甜味剂为木糖醇和/或

安赛蜜。

10.一种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缓释营养主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

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主食类成分熟化，得到熟化料；

将第一亲水性胶体和水混合制成第一液态溶胶；

将所述熟化料分散在所述第一液态溶胶中，得到第一分散料；

将所述第一分散料浇注成型或进行3D打印，烘干，得到核层料；

将第二亲水性胶体和水混合制成第二液态溶胶；

将功能性营养素和所述核层料分散在所述第二液态溶胶中，形成第二分散料；以及

将所述第二分散料浇注成型或进行3D打印，烘干，得到所述缓释营养主食。

11.根据权利要求10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功能性营养素和所述核层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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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在所述第二液态溶胶的步骤中，分散时间小于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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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释营养主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缓释营养主食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于2016年颁布的某纲要文件指出：食品和医药工业应当中高速发展和向中高

端迈进。比如，人们对于食物的要求已经不局限在果腹上，还希望在营养全面性、饭后血糖

控制及持续供应能量等方面有越来越高的要求。

[0003] 然而，虽然目前市场上已经有种类繁多的营养主食，但其综合效果还有待提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缓释营养主食及其制备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

的营养主食的综合效果欠缺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缓释营养主食，其包括核

层和包覆在核层外部的壳层，核层包括第一亲水性胶体和负载在第一亲水性胶体中的主食

类成分，壳层包括第二亲水性胶体和负载在第二亲水性胶体中的功能性营养素，功能性营

养素包括食源性蛋白粉和功能性油脂。

[0006] 进一步地，第一亲水性胶体和主食类成分的重量比为0.5～1:1，第二亲水性胶体

和功能性营养素之间的重量比为1～2:1，核层和壳层之间的重量比为0.2～0.5:1。

[0007] 进一步地，第一亲水性胶体和第二亲水性胶体分别为明胶和/或琼脂。

[0008] 进一步地，主食类成分包括谷物粉和/或薯类粉；优选地，谷物粉为薏米粉、燕麦

粉、稻米粉、粟米粉、黍米粉、玉米粉、藜麦粉、荞麦粉、大麦粉、青稞粉、高粱粉及小麦粉中的

一种或多种，薯类粉为魔芋粉和/或紫薯粉。

[0009] 进一步地，食源性蛋白粉为大豆分离蛋白粉，功能性油脂为卵磷脂，优选地，食源

性蛋白粉和功能性油脂之间的重量比为1～6:1。

[0010] 进一步地，功能性营养素还包括葫芦科蔬菜粉；优选地，食源性蛋白粉和葫芦科蔬

菜粉之间的重量比为2～10:1；更优选地，葫芦科蔬菜粉为苦瓜粉和/或西葫芦粉。

[0011] 进一步地，功能性营养素还包括膳食纤维和抗氧化营养素；优选地，膳食纤维为低

聚木糖、低聚果糖、异麦芽低聚糖、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海藻胶、木质素及菊粉中的一种

或多种，抗氧化营养素为β胡萝卜素、维生素C、维生素E、大豆异黄酮、银杏黄酮及花青素中

的一种或多种。

[0012] 进一步地，功能性营养素还包括食用甜味剂；更优选地，食用甜味剂为木糖醇和/

或安赛蜜。

[0013]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还提供了一种上述缓释营养主食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

下步骤：将主食类成分熟化，得到熟化料；将第一亲水性胶体和水混合制成第一液态溶胶；

将熟化料分散在第一液态溶胶中，得到第一分散料；将第一分散料浇注成型或进行3D打印，

烘干，得到核层料；将第二亲水性胶体和水混合制成第二液态溶胶；将功能性营养素和核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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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散在第二液态溶胶中，形成第二分散料；以及将第二分散料浇注成型或进行3D打印，烘

干，得到缓释营养主食。

[0014] 进一步地，将功能性营养素和核层料分散在第二液态溶胶的步骤中，分散时间小

于30秒。

[001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缓释营养主食，其包括核层和包覆在核层外部的壳层，核层包

括第一亲水性胶体和负载在第一亲水性胶体中的主食类成分，壳层包括第二亲水性胶体和

负载在第二亲水性胶体中的功能性营养素，功能性营养素包括食源性蛋白粉和功能性油

脂。与传统的食品依靠功能性组分发挥化学作用以控制饭后血糖升高的原理不同，本发明

创新性地将营养主食制作为核壳结构，将多糖类的、容易引起血糖快速上升的主食类成分

负载在第一亲水性胶体中作为核层，将不易引起血糖快速上升的功能性营养素负载在第二

亲水性胶体中作为核层。

[0016] 这样，在咀嚼过程中，由于功能性营养素在外、主食类成分在内、且第一亲水性胶

体和第二亲水性胶体具有弹性，使得该过程中释放在口腔中的只有部分功能性营养素和微

量的主食类成分。大部分主食类成分及残余的未被咀嚼出来的功能性营养素会以负载的形

式随吞咽动作先后进入人体的胃部和肠道。在胃部的消化过程中，第一亲水性胶体和部分

未咀嚼碎的第二亲水性胶体继续充当了主食类成分和残余功能性营养素的物理隔绝部，随

着胶体的亲水溶胀或体内降解缓慢释放，后再行被胃部或肠道消化。这样，本发明实现了功

能性营养素和主食类成分的分级缓释，延长了二者的消化时间。因此就能够有效控制饭后

血糖的快速上升，平缓升高血糖，并能够持续为机体供应能量。与此同时，上述缓释营养主

食中同时含有主食类成分、食源性蛋白粉和功能性油脂，营养较为全面，可以代替传统主

食，为人体提供更多的营养元素。本发明以服务百姓健康为己任，经精心研发提出了上述营

养主食，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18]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描述，这些实施例不能理解为限制本

申请所要求保护的范围。

[0019] 正如背景技术部分所描述的，现有技术中的营养主食的综合效果存在欠缺。

[0020]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发明人通过长期试验和精心研发，提出了一种缓释

营养主食，其包括核层和包覆在核层外部的壳层，核层包括第一亲水性胶体和负载在第一

亲水性胶体中的主食类成分，壳层包括第二亲水性胶体和负载在第二亲水性胶体中的功能

性营养素，功能性营养素包括食源性蛋白粉和功能性油脂。

[0021] 与传统的食品依靠功能性组分发挥化学作用以控制饭后血糖升高的原理不同，本

发明创新性地将营养主食制作为核壳结构，将多糖类的、容易引起血糖快速上升的主食类

成分负载在第一亲水性胶体中作为核层，将不易引起血糖快速上升的功能性营养素负载在

第二亲水性胶体中作为核层。

[0022] 这样，在咀嚼过程中，由于功能性营养素在外、主食类成分在内、且第一亲水性胶

体和第二亲水性胶体具有弹性，使得该过程中释放在口腔中的只有部分功能性营养素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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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主食类成分。大部分主食类成分及残余的未被咀嚼出来的功能性营养素会以负载的形

式随吞咽动作先后进入人体的胃部和肠道。在胃部的消化过程中，第一亲水性胶体和部分

未咀嚼碎的第二亲水性胶体继续充当了主食类成分和残余功能性营养素的物理隔绝部，随

着胶体的亲水溶胀或体内降解缓慢释放，后再行被胃部或肠道消化。这样，本发明实现了功

能性营养素和主食类成分的分级缓释，延长了二者的消化时间。因此就能够有效控制饭后

血糖的快速上升，平缓升高血糖，并能够持续为机体提供能量。与此同时，上述缓释营养主

食中同时含有主食类成分、食源性蛋白粉和功能性油脂，营养较为全面，可以代替传统主

食，为人体提供更多的营养元素。

[0023]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亲水性胶体和主食类成分的重量比为0.5～1:1，

第二亲水性胶体和功能性营养素之间的重量比为1～2:1，核层和壳层之间的重量比为0.2

～0.5:1。将各成分的用量比例控制在上述范围，能够进一步兼顾营养成分的摄取量和缓释

速度，使其在平缓饭后血糖升高、持续供应能量的同时摄取足够的营养。

[0024]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第一亲水性胶体和第二亲水性胶体分别为明胶和/或

琼脂。明胶和琼脂均作为亲水性胶体，具有良好的弹性，生物相容性良好，且不会给机体造

成消化负担。

[0025] 上述主食类成分可以是人们日常食用的任意主食。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主

食类成分包括谷物粉和/或薯类粉。谷物粉中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无机盐及少量的脂

肪和B族维生素，应用于本发明可以供应人体必要的能量、蛋白质和少量的矿物质、维生素

等营养成分。薯类粉中富含β胡萝卜素、维生素C和叶酸，能够为人体提供更丰富的营养素。

优选地，谷物粉包括但不限于薏米粉、燕麦粉、稻米粉、粟米粉、黍米粉、玉米粉、藜麦粉、荞

麦粉、大麦粉、青稞粉、高粱粉及小麦粉中的一种或多种，薯类粉包括但不限于魔芋粉和/或

紫薯粉。

[0026]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谷物粉包括薏米粉和燕麦粉。相较于其他谷物粉，薏米

粉中含有更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B1、B2、钙、磷、铁、水溶性纤维以及油脂，燕麦粉中则富含

可溶性纤维，且带有全谷物类的少量脂肪。选用薏米粉和/或燕麦粉作为谷物粉应用于上述

主食类成分，对于平缓饭后血糖上升也具有辅助作用。更优选地，薏米粉和燕麦粉之间的重

量比为1～2:1。

[0027]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食源性蛋白粉为大豆分离蛋白粉，功能性油脂为卵磷

脂。优选地，食源性蛋白粉和功能性油脂之间的重量比为1～6:1。将二者的用量关系控制在

上述范围内，有利于进一步平衡各营养元素的含量。

[0028]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功能性营养素还包括葫芦科蔬菜粉。葫芦科蔬菜粉本

身含有降血糖成分，在上述缓释营养主食中添加葫芦科蔬菜粉，除了能够利用亲水性胶体

的物理缓释作用平缓饭后血糖升高，还能够辅助以化学作用，从而进一步稳定血糖。优选

地，食源性蛋白粉和葫芦科蔬菜粉之间的重量比为2～10:1；更优选地，葫芦科蔬菜粉为苦

瓜粉和/或西葫芦粉。苦瓜粉中含有相当含量的“植物胰岛素”苦瓜苷，能够更安全、平稳地

降低血糖，重要的是还能改善胰岛腺功能，修复B细胞，对糖尿病并发症具有明显的改善作

用。同时，苦瓜粉还具有调节血脂、降低血压的作用，还能增强胰岛素细胞活性，加速血糖氧

化。西葫芦粉也能够促进人体胰岛素的分泌，有效防治糖尿病、预防肾病变，有助于增强肝

肾细胞的再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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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为了进一步提高上述缓释营养主食的营养全面性，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功

能性营养素还包括膳食纤维和抗氧化营养素；优选地，膳食纤维为低聚木糖、低聚果糖、异

麦芽低聚糖、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海藻胶、木质素及菊粉中的一种或多种，抗氧化营养

素为β胡萝卜素、维生素C、维生素E、大豆异黄酮、银杏黄酮及花青素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

地，食源性蛋白粉和膳食纤维之间的重量比为3～10:1，食源性蛋白粉和抗氧化营养素之间

的重量比为200～300:1。

[0030] 为了提高上述营养主食的口感，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功能性营养素还包括

食用甜味剂；更优选地，食用甜味剂为木糖醇和/或安赛蜜。优选地，食源性蛋白粉和食用甜

味剂之间的重量比为1.5～10:1。

[0031]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还提供了一种上述缓释营养主食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

下步骤：将主食类成分熟化，得到熟化料；将第一亲水性胶体和水混合制成第一液态溶胶；

将熟化料分散在第一液态溶胶中，得到第一分散料；将第一分散料浇注成型或进行3D打印，

烘干，得到核层料；将第二亲水性胶体和水混合制成第二液态溶胶；将功能性营养素和核层

料分散在第二液态溶胶中，形成第二分散料；以及将第二分散料浇注成型或进行3D打印，烘

干，得到缓释营养主食。

[0032] 利用上述制备方法，得到的缓释营养主食包括核层和包覆在核层外部的壳层，核

层包括第一亲水性胶体和负载在第一亲水性胶体中的主食类成分，壳层包括第二亲水性胶

体和负载在第二亲水性胶体中的功能性营养素。在咀嚼过程中，由于功能性营养素在外、主

食类成分在内、且第一亲水性胶体和第二亲水性胶体具有弹性，使得该过程中释放在口腔

中的只有部分功能性营养素和微量的主食类成分。本发明实现了功能性营养素和主食类成

分的分级缓释，延长了二者的消化时间。这样就能够有效控制饭后血糖的快速上升，平缓血

糖升高，并能够持续为机体供应能量。与此同时，上述缓释营养主食中同时含有主食类成

分、食源性蛋白粉和功能性油脂，营养较为全面，可以代替传统主食，为人体提供更多的营

养元素。

[0033] 上述缓释营养主食的具体制备过程简单，制备核层料时，只需将主食类成分冻干、

研磨后，与第一亲水性胶体、水混合，然后进行浇筑或3D打印(挤压塑形等方式)、烘干即可，

形成的核层料优选为颗粒状，尺寸在2mm以下更为适宜。然后，将核层料、第二亲水性胶体、

水及功能性营养素等壳层其他原料混合，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浇筑或3D打印(挤压塑形等

方式)、烘干即可，形成的营养主食的最终形状优选为各种3D造型，比如类大米型等。在食用

过程中可以替代传统主食的食用形式。

[0034]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将主食成分进行熟化的步骤之后，制备方法还包括对

第一熟化料进行烘干、研磨的步骤。优选地，加入功能性营养素之前，将其进行研磨。

[0035]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将功能性营养素和核层料分散在第二液态溶胶的步骤

中，分散时间小于30秒。这样。可以更完整地维持核层料的形态，有利于避免其中的第一亲

水性胶体重新溶胀。

[0036] 以下通过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7] 以下各实施例中的营养主食的制备工艺均如下：

[0038] 将主食类成分熟化、烘干、研磨得到熟化料；将第一亲水性胶体和水混合制成第一

液态溶胶；将熟化料分散在第一液态溶胶中，得到第一分散料；将第一分散料进行3D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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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塑形)，烘干，得到平均粒径为1mm核层料；将第二亲水性胶体和水混合制成第二液态

溶胶；将功能性营养素和核层料分散在第二液态溶胶中，形成第二分散料；以及将第二分散

料进行3D打印(挤压塑形)，烘干，得到类大米型的缓释营养主食。

[0039] 实施例1至8

[0040] 各实施例中提供了成分不同、配比不同(份数)的缓释营养主食，制备工艺如前文

所述，具体成分和组分见表1和2；

[0041] 对比例1

[0042] 该对比例的营养主食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不同之处在于在壳层中未添加第二亲

水性胶体，且各成分配比(份数)见表2；

[0043] 表1

[0044]

[0045]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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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0048] 结果表征：

[0049] 采用体外检测的方法检测上述实施例1至8、对比例1中营养主食，用葡萄糖生成速

度来表征各营养主食血糖升高的速度，具体检测方法如下：

[0050] 步骤1：检测各营养主食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单位：g/100)，将含有1g碳水化合物所

对应的营养主食的重量记为n，需说明，各实施例和对比例中的n不同，本领域技术人员都应

理解，在此不再赘述。然后分别将含有1g碳水化合物所对应的各营养主食置于锥形瓶中；

[0051] 步骤2：模拟口腔消化：向上述锥形瓶中加3mL  pH＝6.9的磷酸缓冲液，再加1mL 

2.5g/L预先加热到35～37℃的胰酶溶液；用玻璃棒敲打样品15次，用6ml磷酸缓冲液(pH＝

6.9)将玻璃棒冲洗干净；模拟胃消化：继续向上述锥形瓶中加6ml含0.024g  NaCl、0.05g胃

蛋白酶和0.05g瓜尔豆胶的浓度为0.1mol/L的磷酸缓冲液，用2mol/L的HCl溶液调pH至1.5

±0.05；加3～5颗玻璃球，然后在恒温震荡水浴锅中37℃，50r/min回旋震荡30min；模拟小

肠消化：继续向上述锥形瓶中加10ml磷酸缓冲液到恒温震荡30min后的溶液中，用体积分数

20％NaOH溶液调pH至6.9±0.05；调节pH完毕后，将锥形瓶继续放入到37℃，50r/min回旋震

荡的恒温震荡水浴锅中；加125μL  MgCl2-CaCl2溶液(1L蒸馏水里加入5.71g  MgCl2和33.29g 

CaCl2，125μL的40g/L胰酶溶液，200μL淀粉转葡萄糖苷酶，迅速补充蒸馏水至5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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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步骤3：蒸馏水补充完毕立即开始计时，并在0min、30min、60min、120min时间点取

1mL样品于离心管中，并立即沸水浴灭酶5min；灭酶后自然冷却，并在8000rpm，4℃条件下离

心15min；取250μL上清液放入预先加有1mL体积分数95％乙醇溶液的离心管中，在8000rpm，

4℃条件下离心；(离心目的：去除杂蛋白，防止过滤不彻底对HPLC柱子的影响)取含乙醇的

上清液300μl于小试管中，并加入900μl的蒸馏水；此处与水的比例可以适量更改；

[0053] 步骤4：用进样用注射器吸取完上述溶液，过0.45μm尼龙虑膜进入上样瓶中；检测

采用Hypersil-NH2柱，示差检测器，测定条件设为：流动相为乙腈:水＝70:30(v/v)，流速：

1.0mL/min，柱温：40℃；条件设定好之后，先将配制好的2mg/ml、4mg/ml、6mg/ml、8mg/ml、

10mg/ml葡萄糖标准溶液进样检测，葡萄糖标准液的出峰时间及峰面积，作标准曲线；之后

对取样样品进行检测，根据样品的峰面积代入得到的标准曲线，得到葡萄糖的浓度(观察各

样品经消化不同时间长度后溶液的葡萄糖的浓度变化，变化快则表示血糖升高速度快，变

化慢则表示血糖升高速度慢，结果见表3)。

[0054] 表3

[0055]

[0056]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本发明上述的实施例实现了如下技术效果：

[0057] 与传统的食品依靠功能性组分发挥化学作用以控制饭后血糖升高的原理不同，本

发明创新性地将营养主食制作为核壳结构，将多糖类的、容易引起血糖快速上升的主食类

成分负载在第一亲水性胶体中作为核层，将不易引起血糖快速上升的功能性营养素负载在

第二亲水性胶体中作为核层。这样，本发明实现了功能性营养素和主食类成分的分级缓释，

延长了二者的消化时间。因此就能够有效控制饭后血糖的快速上升，平缓升高血糖，并能够

持续为机体供应能量。与此同时，上述缓释营养主食中同时含有主食类成分、食源性蛋白粉

说　明　书 7/8 页

10

CN 108576895 B

10



和功能性油脂，营养较为全面，可以代替传统主食，为人体提供更多的营养元素。

[005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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