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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速溶生姜固体饮料及其

制备方法，属于固体饮料加工领域，其先采用酶

法制备姜渣和姜汁，然后采用超声波辅助乙醇提

取姜渣中的姜油树脂，再将姜油树脂和山茶油进

行均质包埋，最后加入姜汁、麦芽糊精、红糖等进

行调配，经喷雾干燥得所述速溶生姜固体饮料。

本发明采用姜汁、姜油树脂代替生姜，并通过β-

环糊精和麦芽糊精将其与山茶油进行包埋，能最

大限度利用和保留生姜的有效成分和风味，且使

产品兼具山茶油的保健功能。本发明制备的速溶

生姜固体饮料呈细粉状、色泽均匀、疏松无结块，

具有姜的天然气味，热水冲泡易溶解且呈均匀悬

混液，汤色红褐色，姜辛香味浓郁，具有祛寒、暖

胃、抗氧化等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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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速溶生姜固体饮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制备姜汁：挑选无腐烂、病变的生姜，清洗干净后破碎处理，加入其重量0.05%~0.1%

的柠檬酸和0.02%~0.06%的抗坏血酸，护色处理20  min~30  min后进行打浆，将浆液pH值调

至4.5~5.5，再加入浆液重量0.1%的复合酶，于50℃下酶解处理60  min~120  min，离心分离

得姜汁和姜渣；

2）提取姜油树脂：在步骤1）所得姜渣中按质量体积比1:10~15加入体积浓度为95%的乙

醇溶液，并在超声功率500  W、超声温度30℃~60℃条件下提取10  min~30  min，然后将提取

液于50℃条件下旋转蒸发浓缩至姜辣素含量≥250  mg/g，得姜油树脂；

3）均质包埋：将β-环糊精和麦芽糊精用热水溶解，在搅拌状态下缓慢加入姜油树脂和

山茶油，待油滴分散后加入分子蒸馏单甘酯和蔗糖脂肪酸酯，继续搅拌30  min后高压均质

两次，使其形成均匀的微胶囊乳化液；

4）调配：向所得微胶囊乳化液中加入姜汁、麦芽糊精和红糖，加水调节至固形物含量为

30%，得调配液；

5）喷雾干燥：将所得调配液在进风温度160℃~200℃、出风温度70℃~90℃条件下进行

喷雾干燥，即得到速溶生姜固体饮料；

步骤4）所得调配液中各原料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姜汁40~60份、红糖40~80份、姜油树

脂2~4份、山茶油4~8份、β-环糊精1.2~7.2份、麦芽糊精40~80份、分子蒸馏单甘酯0.08份、蔗

糖脂肪酸酯0.02份。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速溶生姜固体饮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用复合

酶的酶活力为20000  U/g，其是由纤维素酶与果胶酶按重量比1:1混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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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速溶生姜固体饮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固体饮料加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速溶生姜固体饮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生姜是姜科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块根茎，是我国传统的药食两用经济作物，既

可入药又可作为蔬菜和调味料，有“冬吃萝卜夏吃姜”、“饭不香，吃生姜”的说法。中医理论

认为生姜性微温、味辛，具有祛寒、祛湿、暖胃、加速血液循环等多种保健功能，对风寒感冒、

胃寒、女性体质虚、月经不调、痛经等有良好的辅助治疗效果。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生姜中的

姜精油和姜油树脂是其主要功能成分和呈味物质，具有抗氧化、抑制肿瘤、杀菌解毒、分解

酒精等功效。其中，姜油树脂是从生姜块根中利用有机溶剂浸提得到的深棕色粘稠状液体，

具有姜特有的香和味，可代替姜粉，直接用于食品、饮料及化妆品中。

[0003] 山茶油是我国南方省份主要食用的烹饪油，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0%以上（以

油酸和亚油酸为主），并富含脂溶性维生素E、维生素K以及茶多酚、茶皂甙、角鲨烯等活性成

分，有“东方橄榄油”之称。其中茶多酚和茶皂甙，可以显著减少胆固醇含量并具有抗癌功

效；角鲨烯具有很强的氧气富集能力，能缓解疲劳、促进消化吸收和新陈代谢。因此，山茶油

被国际粮农组织（FAO）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食用油。

[0004] 传统红糖姜茶的主要成分是姜和红糖。生姜有温经驱寒作用，红糖具有益气养血、

健脾暖胃、驱风散寒、活血化淤等功效，两者结合可以温经散寒、健胃、化瘀，成为我国传统

的家庭饮品，但传统姜茶制作耗时费力，饮用很不方便，无法满足当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因此，开发冲调性良好、体积小、方便携带的生姜红糖固体饮料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目

前，市面上的姜茶固体饮料主要有三种：

[0005] 1、将生姜粉和糖直接混合制成姜茶。如发明专利CN  102224868A中公开了利用姜

粉、葡萄糖粉、白砂糖、红枣粉、党参粉、麦芽糊精混合造粒制成的一种生姜茶固体饮料；发

明专利CN  105341241A中公开了一种普洱姜茶速溶固体饮料，其以生姜和干姜为活性成分，

配以普洱茶粉、白糖粉，通过造粒制成。这类姜茶颗粒感比较强，冲泡不均匀易产生沉淀。同

时，生姜粉制备过程中由于长时间的干燥，造成生姜中的挥发油及功能成分大量被破坏或

散失，严重影响了姜茶产品的风味品质和功效。

[0006] 2、将姜汁或者姜油树脂与糖等混合，经过造粒机造粒并经流化床干燥制得姜茶。

如发明专利CN  101057686A中公开了一种速溶姜汁可乐，其以姜的提取物添加蔗糖、香精、

色素等混合后添加经过聚乙二醇包裹的碳酸钠混合压制而成；韩国专利“Process  for 

making  Korean  traditional  beverage  Sujong-Kwa”中报道了采用姜汁浸泡柿子果，并添

加环糊精、肉桂粉末、糖、麦芽糖制备的速溶传统饮料。上述方法制备的姜茶产品在冲调性

能上优于第一种，但姜汁的提取只能得到少部分姜的风味物质，降低了产品风味且原料的

利用率低，同时，姜油树脂的提取一般采用姜粉，如1所述，其生姜中的挥发油及功能成分大

量被破坏或散失，严重影响了姜茶的风味品质和功效，且这种姜茶的生产过程没有对姜汁

和姜油树脂进行包埋保护，当经流化床干燥时受高温强风作用，姜辣素和风味物质损失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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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0007] 3、将姜油树脂或者姜精油利用包埋剂进行微胶囊化，然后将微胶囊粉末与辅料混

合后直接包装。如发明专利CN  102630791A中公开的一种低糖固体速溶姜茶的制备方法。这

种姜茶虽然通过包埋保护了姜的活性成分，但常出现微胶囊粉末和结晶糖醇混合不均，颗

粒度大小不同，易吸湿结块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速溶生姜固体饮料及其制备方法，其采用姜油树脂代

替生姜或姜粉，并通过β-环糊精和麦芽糊精将其与山茶油进行包埋，最大限度利用和保留

了生姜和山茶油的有效成分和风味，得到一种具有祛寒、暖胃、抗氧化等生理功能的固体速

溶饮料产品。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速溶生姜固体饮料，其是先采用酶法制备姜渣和姜汁，然后采用超声波辅助

乙醇提取姜渣中的姜油树脂，再将姜油树脂和山茶油进行均质包埋，最后加入姜汁、麦芽糊

精、红糖进行调配，经喷雾干燥得所述速溶生姜固体饮料。

[0011] 所述速溶生姜固体饮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制备姜汁：挑选无腐烂、病变的生姜，清洗干净后破碎，加入其重量0.05%~0.1%

的柠檬酸和0.02%~0.06%的抗坏血酸，护色处理20  min~30  min后进行打浆，将浆液pH值调

至4.5~5.5，再加入浆液重量0.1%的复合酶，于50℃下酶解处理60  min~120  min，离心分离

得姜汁和姜渣；

[0013] 2）提取姜油树脂：在步骤1）所得姜渣中按质量体积比1:10~15（g/mL）加入体积浓

度为95%的乙醇溶液，并在超声功率500  W、超声温度30℃~60℃条件下提取10  min~30  min，

然后将提取液于50℃条件下旋转蒸发浓缩至姜辣素含量≥250  mg/g，得姜油树脂；

[0014] 3）均质包埋：将β-环糊精和麦芽糊精用热水溶解，在搅拌状态下缓慢加入姜油树

脂和山茶油，待油滴分散后加入分子蒸馏单甘酯和蔗糖脂肪酸酯，继续搅拌30  min后高压

均质两次，使其形成均匀的微胶囊乳化液；

[0015] 4）调配：向所得微胶囊乳化液中加入姜汁、麦芽糊精和红糖，加水调节至固形物含

量为30%，得调配液；

[0016] 5）喷雾干燥：将所得调配液在进风温度160℃~200℃、出风温度70℃~90℃条件下

进行喷雾干燥，即得到速溶生姜固体饮料。

[0017] 步骤1）所用复合酶的酶活力为20000  U/g，其是由纤维素酶与果胶酶按重量比1:1

混合而成。

[0018] 步骤4）所得调配液中各原料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姜汁40~60份、红糖40~80份、姜

油树脂2~4份、山茶油4~8份、β-环糊精1.2~7.2份、麦芽糊精40~80份、分子蒸馏单甘酯0.08

份、蔗糖脂肪酸酯0.02份。

[0019] 所用柠檬酸、抗坏血酸、95%乙醇、β-环糊精、麦芽糊精、分子蒸馏单甘酯和蔗糖脂

肪酸酯均为食品级。

[0020] 本发明的显著优点在于：

[0021] 1）山茶油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0%以上（以油酸和亚油酸为主），并富含脂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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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维生素E、维生素K以及茶多酚、茶皂甙、角鲨烯等活性成分，有“东方橄榄油”之称，被国际

粮农组织（FAO）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食用油，本发明在传统姜茶配方基础上，采用姜油树

脂代替生姜或姜粉，并加入富含功能活性成分的山茶油，通过β-环糊精和麦芽糊精将姜油

树脂与山茶油进行包埋，可最大限度利用和保留生姜和山茶油的有效成分和风味。

[0022] 2）本发明制备的速溶生姜固体饮料呈细粉状、色泽均匀、疏松无结块，具有姜的天

然气味，热水冲泡易溶解且呈均匀悬混液，汤色红褐色，姜辛香味浓郁，具有祛寒、暖胃、抗

氧化等生理功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发明所述的内容更加便于理解，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述的

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说明，但是本发明不仅限于此。

[0024] 实施例1

[0025] 1）制备姜汁：挑选无腐烂、病变的生姜，清洗干净后破碎，加入其重量0.05%的柠檬

酸和0.02%的抗坏血酸，护色处理30  min后进行打浆，将浆液pH值调至5.5，再加入0.1%（以

浆液重量计）的复合酶（纤维素酶与果胶酶按重量比1:1混合，酶活力为20000  U/g），于50℃

下酶解处理60  min，离心分离得姜汁和姜渣；

[0026] 2）提取姜油树脂：在步骤1）所得姜渣中按质量体积比1:10（g/mL）加入体积浓度为

95%的乙醇溶液，并在超声功率500  W、超声温度30℃条件下提取30  min，然后将提取液于50

℃条件下旋转蒸发浓缩至姜辣素含量≥250  mg/g，得姜油树脂；

[0027] 3）均质包埋：将1.2g β-环糊精和24g麦芽糊精用热水溶解，在搅拌状态下缓慢加

入2g姜油树脂和4g山茶油，待油滴分散后加入分子蒸馏单甘酯0.08  g和蔗糖脂肪酸酯0.02 

g，继续搅拌30  min后高压均质两次，使其形成均匀的微胶囊乳化液；

[0028] 4）调配：向所得微胶囊乳化液中加入40  g姜汁、16  g麦芽糊精和40  g红糖，加水调

节至固形物含量为30%，得调配液；

[0029] 5）喷雾干燥：将所得调配液在进风温度160℃、出风温度70℃条件下进行喷雾干

燥，即得到速溶生姜固体饮料。

[0030] 所制得的速溶生姜固体饮料呈细粉状、粒度均匀、疏松无结块，含水量2.74%，姜辣

素测定值为650  mg/100  g。冲调水温70℃~100℃，以10倍水冲泡，迅速溶解呈均匀悬混液，

汤色红褐色，甜味适口，具有山茶油的芳香以及生姜特有的强劲辣味和风味。

[0031] 实施例2

[0032] 1）制备姜汁：挑选无腐烂、病变的生姜，清洗干净后破碎，加入其重量0.08%的柠檬

酸和0.04%的抗坏血酸，护色处理25  min后进行打浆，将浆液pH值调至5.0，再加入0.1%（以

浆液重量计）的复合酶（纤维素酶与果胶酶按重量比1:1混合，酶活力为20000  U/g），于50℃

下酶解处理100  min，离心分离得姜汁和姜渣；

[0033] 2）提取姜油树脂：在步骤1）所得姜渣中按质量体积比1:12（g/mL）加入体积浓度为

95%的乙醇溶液，并在超声功率500  W、超声温度40℃条件下提取20  min，然后将提取液于50

℃条件下旋转蒸发浓缩至姜辣素含量≥250  mg/g，得姜油树脂；

[0034] 3）均质包埋：将6  g β-环糊精和20g麦芽糊精用热水溶解，在搅拌状态下缓慢加入

3  g姜油树脂和6  g山茶油，待油滴分散后加入分子蒸馏单甘酯0.08  g和蔗糖脂肪酸酯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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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继续搅拌30  min后高压均质两次，使其形成均匀的微胶囊乳化液；

[0035] 4）调配：向所得微胶囊乳化液中加入50  g姜汁、40  g麦芽糊精和50  g红糖，加水调

节至固形物含量为30%，得调配液；

[0036] 5）喷雾干燥：将所得调配液在进风温度180℃、出风温度80℃条件下进行喷雾干

燥，即得到速溶生姜固体饮料。

[0037] 所制得的速溶生姜固体饮料呈细粉状、粒度均匀、疏松无结块，含水量2.85%，姜辣

素测定值为555  mg/100  g。冲调水温70℃~100℃，以10倍水冲泡，迅速溶解呈均匀悬混液，

汤色红褐色，甜味适口，具有山茶油的芳香，姜辛味较强。

[0038] 实施例3

[0039] 1）制备姜汁：挑选无腐烂、病变的生姜，清洗干净后破碎，加入其重量0.1%的柠檬

酸和0.06%的抗坏血酸，护色处理20  min后进行打浆，将浆液pH值调至4.5，再加入0.1%（以

浆液重量计）的复合酶（纤维素酶与果胶酶按重量比1:1混合，酶活力为20000  U/g），于50℃

下酶解处理120  min，离心分离得姜汁和姜渣；

[0040] 2）提取姜油树脂：在步骤1）所得姜渣中按质量体积比1:15（g/mL）加入体积浓度为

95%的乙醇溶液，并在超声功率500  W、超声温度60℃条件下提取10  min，然后将提取液于50

℃条件下旋转蒸发浓缩至姜辣素含量≥250  mg/g，得姜油树脂；

[0041] 3）均质包埋：将7.2  g β-环糊精和24  g麦芽糊精用热水溶解，在搅拌状态下缓慢

加入4  g姜油树脂和8  g山茶油，待油滴分散后加入分子蒸馏单甘酯0.08  g和蔗糖脂肪酸酯

0.02  g，继续搅拌30  min后高压均质两次，使其形成均匀的微胶囊乳化液；

[0042] 4）调配：向所得微胶囊乳化液中加入60  g姜汁、56  g麦芽糊精和80  g红糖，加水调

节至固形物含量为30%，得调配液；

[0043] 5）喷雾干燥：将所得调配液在进风温度200℃、出风温度90℃条件下进行喷雾干

燥，即得到速溶生姜固体饮料。

[0044] 所制得的速溶生姜固体饮料呈细粉状、粒度均匀、疏松无结块，含水量2.93%，姜辣

素测定值为4.65  mg/g。冲调水温70℃~100℃，以10倍水冲泡，迅速溶解呈均匀悬混液，汤色

红褐色，甜味适口，具有山茶油的芳香，姜辛味适中。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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