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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

料及其生产工艺，属于食品技术领域。一种复合

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其原料以重量份计为：胶

原蛋白肽150-450份、牡蛎肽50-150份、黄精50-

150份、玛咖粉40-140份、咖啡25-75份、菊粉5-15

份、植脂末650-2050份。本发明复合牡蛎黄精肽

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可安全食用，与日常饮

食形成营养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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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其特征在于：由如下原料制成：胶原蛋白肽、牡蛎肽、

黄精、玛咖粉、咖啡、菊粉和植脂末。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其特征在于：其原料以重量份计为：

胶原蛋白肽150-450份、牡蛎肽50-150份、黄精50-150份、玛咖粉40-140份、咖啡25-75份、菊

粉5-15份、植脂末650-2050份。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其特征在于：胶原蛋白肽300份、牡蛎

肽100份、黄精100份、玛咖粉90份、咖啡50份、菊粉10份、植脂末1350份。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脂末由

如下原料制成：葡萄糖浆、氢化植物油、酪蛋白酸钠、六偏磷酸钠、单，双甘油脂肪酸酯和二

氧化硅。

5.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其

步骤依次包括配料、混合和分装。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其步骤依次

包括配料、混合和分装。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采

用分批次混合，每批次混合量为150-250kg，每批次混合的时间不低于60min。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采

用分批次混合，每批次混合量为150-250kg，每批次混合的时间不低于60min。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分装是

将混合后的原料装入粉剂包中进行封装，横封温度135-165℃，竖封温度135-165℃，时速

20-50袋/min。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分装

是将混合后的原料装入粉剂包中进行封装，横封温度135-165℃，竖封温度135-165℃，时速

20-50袋/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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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及其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及其生产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俗语说：“民以食为天”。由于饮食习惯直接决定营养状况，所以理想的健康离不开

良好的饮食习惯。许多现代文明病都与饮食习惯的改变直接有关。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是极

不规律的，特别是上班族要么一日三餐大鱼大肉，要么饮食不均衡，极易出现健康问题。因

此，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上，每日补充健康的有益食品是非常有必要的。

[0003] 植脂末，又称奶精或植物脂肪粉，是以氢化植物油、葡萄糖浆、酪蛋白为主要原料

的新型产品。该产品在食品生产和加工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现代食品。是茶和

咖啡饮料中牛奶或奶油的替代品，给饮料添加可人的乳味和乳色。植脂末具有如下特点：①

植脂末具有良好的水溶量，乳化分散性，在水中形成均匀的奶液状；②能改善食品的内部组

织，增香增脂，使口感细腻、润滑厚实，并富有奶味；③稳定性好：具有不易酸败的热稳定性，

长时间储存后质量与风味不变；④流动性好：能够与各种原料简单而均匀的混合，产品呈粉

末颗粒状，称量方便，使用操作简单；⑤外观：产品颗粒大小均匀，色白或呈与奶粉相同的淡

乳黄色；⑥营养全面：根据用户不同产品的需求可以调整油脂含量20%-60%，维生素、矿物质

等可按用户需要添加；⑦营养成分以微胶囊形式存在，生物消化率、吸收率、生物效价大大

提高。

[0004] 胶原蛋白肽，以富含胶原蛋白的新鲜动物组织（包括皮、骨、筋、腱、鳞等）为原料，

经过提取、水解、精制生产的，相对分子质量低于10000的产品。胶原蛋白肽口服后的吸收利

用率高，肠胃、血管及肌肤皆极容易吸收。另外，胶原蛋白肽在人体吸收循环后能够在软骨

中积累，对关节类疾病可有很好的缓解甚至治疗作用。再者，其无过敏性并具有多种生理调

节功能使其在保健食品领域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其现已普遍用于功能食品和蛋白质饮品

中，例如美容饮料，降压、减肥和关节保健食品等。胶原蛋白肽由于可直接被吸收入血，而其

含有的羟脯氨酸可将血浆中的钙运输至骨细胞，因此它还可用作很好的补钙保健食品。皮

胶原蛋白（肽）对于改善肤质，滋润肌肤等发挥着很好的功效；骨胶原蛋白（肽）对于神经复

原、骨质疏松等有很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口服胶原蛋白肽，可使机体更直接有效地吸收摄人

有效成分，提高效率，迅速补充人体组织缔结所需要的物质；可助人体摄取足量的羟脯氨酸

和羟赖氨酸，促进体内胶原的合成，从而有效避免胶原蛋白缺失所引起的各种疾病。胶原蛋

白肽作为机体合成胶原的原料同时还可携带甚至直接传递信息。再者，其免消化，故能减轻

胃肠道的消化负担，有益于消化功能不好的人群。另外，对于氨基酸运输系统功能出现障碍

的人群，摄人胶原寡肽可以获得很好的吸收效果。胶原及其水解产物还可用于食品填充剂、

胶冻剂、制造肠衣/缶/肉类等可食用包装材料、冷冻食品改良剂、肉制品添加剂、饮料澄清

剂、乳制品添加剂及胶原小食品等。

[0005] 牡蛎肽，是生物活性肽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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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牛磺酸、维生素以及锌、硒、铁、铜、碘等微量元素;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的发

展，制备牡蛎活性肽的方法多种，且牡蛎肽在抗氧化、降血糖、抗肿瘤、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

酶(ACE)活性等方面具备特殊的生理活性。

[0006] 黄精，为百合科植物滇黄精、黄精或多花黄精的干燥根茎。主产于河南、河北、内蒙

古、山东、山西、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原植物生于林下、灌丛或阴湿草地。喜温暖湿润气候

和阴湿环境。耐寒、对气候适应性强，以半高山或平地、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湿润的壤

土最宜生长。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功效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黄精能提高机体免疫功能；黄精能使离体兔心心率加快，有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降

血压作用，有扩张冠脉及抗心肌缺血作用，并有改善微循环作用；黄精有比较明确的抗衰老

作用；黄精有降血糖作用；黄精对多种病原微生物均有拮抗作用；黄精有抗疲劳、耐缺氧等

抗应激作用；黄精在细胞水平上有调节平衡的作用，并可增强纤维蛋白溶酶活性。

[0007] 玛咖粉，以玛咖为原料，经切片、干燥、粉碎、灭菌等步骤制成的粉状产品，自2011

年我国正式批准玛咖粉作为新资源食品（卫生部公告2011年第13号）。玛咖，隶属于十字花

科，独行菜属，原产于海拔3500~4500m的南美安第斯山区，别名为甜菜根或秘鲁人参。研究

发现，玛咖含有芥子油苷、玛咖烯、玛咖酰胺及其衍生物、固醇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通过动

物试验和人体试验研究，证明了其确实具有提高生育能力、改善性功能、抗疲劳等多种功

效，食用安全。

[0008] 咖啡，是将咖啡豆经过烘焙、研磨、冲泡等工艺制成的饮料，已有悠久的饮用历史，

是世界上流行范围最为广泛的饮料之一。咖啡豆含有绿原酸、咖啡因、单宁等成分，经不同

程度的烘焙后可形成独特的香味。咖啡豆，为茜草科植物小果咖啡、中果咖啡及大果咖啡的

种子。醒神；利尿；健胃。主精神倦怠；食欲不振。

[0009] 菊粉，以菊苣根为原料，去除蛋白质和矿物质后，经喷雾干燥等步骤获得，食用量

≤15克/天，自2009年被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卫生部公告2009年第5号）。菊粉是一种优质可

溶性膳食纤维，不被人体消化吸收，同时还是一种天然的油脂替代品，可在不加或少加脂肪

的条件下，依然良好地保持食品原有的质构和口感。研究表明，菊粉具有如下生理学特性：

①能改善肠道内的微生物种群，是肠内双歧杆菌的活化增殖因子，能促进人体结肠中双歧

杆菌的生长5~10倍；②减少和抑制肠道内腐败物质的产生，抑制有害菌的生长，降低有害菌

数，以调节菌群比例，恢复肠内平衡；③基本上不产生热量，减少血脂，改善脂质代谢，降低

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含量：④减少和防止便秘现象，增加Ｂ类维生素的合成量，提高人

体免疫功能；⑤促进微量元素铁、钙的吸收、利用，可提高骨质密度，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症：

⑥减少肝脏毒素，特别是氨基毒素。能在肠中生成抗癌的有机酸，有显著的防癌功能；⑦减

轻食物过敏症以及排斥反应；⑧有淡淡的甜味，并且具有类似脂肪的香味和爽口的滑腻感，

尤其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0010] 公开号为CN109315665A的专利提供了一种功能肽微胶囊固体饮料及其制备方法，

包括蛋白原料预处理、蛋白水解、肽溶液脱苦处理、功能肽微胶囊制备、功能肽微胶囊固体

饮料配制与包装。所述功能肽微胶囊固体饮料的原料配方包括下列重量份的原料：5-7重量

份的功能肽微胶囊、30-35重量份的芋头全粉、15-20重量份的山药粉、10-15重量份的葛根

粉、12-15重量份的植脂末、8-10重量份的燕麦粉、5-8重量份的果蔬粉、5-7重量份的白砂

糖、1-1.5重量份的魔芋精粉、0.30-0.50重量份的果胶、0.30-0.50重量份的瓜尔胶、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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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重量份的低聚果糖、0.30-0.50重量份的低聚异麦芽糖。该发明制得的功能肽微胶囊固

体饮料将功能肽所固有的苦味掩盖，具有口感好，易吸收的优点。同时该发明还存在如下不

足：①为掩盖苦味，添加有多种食品添加剂；②含糖较高，适用人群受限性更多。

[0011] 专利文献CN107259285A公开了一种海参肽、鲍鱼及咖啡固体饮品及其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海参肽粉10-20份、鲍鱼肉冻干超微粉10-20份，速溶咖啡15-20

份、植脂末25-30份：木糖醇10-20份。该发明的海参肽、鲍鱼及咖啡固体饮品具有咖啡的香

味，口感独特，可以降低疲劳并且具有提神和强身健体的效果，男、女、老、少皆宜饮用；制备

方法简单，有利于实现工业化生产。同时该发明还存在如下不足：①使用了较大量的食品添

加剂木糖醇；②制备工艺繁琐，产品质量稳定性不易控制。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

品可安全食用，与日常饮食形成营养互补。

[001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由如下原料制成：胶原蛋白肽、牡蛎肽、黄精、玛咖粉、

咖啡、菊粉和植脂末。

[0014] 优选地，所述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其原料以重量份计为：胶原蛋白肽150-

450份、牡蛎肽50-150份、黄精50-150份、玛咖粉40-140份、咖啡25-75份、菊粉5-15份、植脂

末650-2050份。

[0015] 优选地，所述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其原料以重量份计为：胶原蛋白肽300份、

牡蛎肽100份、黄精100份、玛咖粉90份、咖啡50份、菊粉10份、植脂末1350份。

[0016] 优选地，所述植脂末由如下原料制成：葡萄糖浆、氢化植物油、酪蛋白酸钠、六偏磷

酸钠、单，双甘油脂肪酸酯和二氧化硅。

[0017] 上述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的生产工艺，依次包括配料、混合和分装。

[0018] 优选地，所述混合采用分批次混合，每批次混合量为150-250kg，每批次混合的时

间不低于60min。

[0019] 优选地，所述分装是将混合后的原料装入粉剂包中进行封装，横封温度135-165

℃，竖封温度135-165℃，时速20-50袋/min。

[0020] 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的一个分类，发展历史悠久。但是固体饮料中食品添加剂

超标问题一直较为严重，在每年的食品抽检中基本都会出现固体饮料的此类问题。很显然，

有效控制上述问题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添加食品添加剂。尽管道理很浅显，但是实际中

却很难做到，比如背景技术所列举的公开号为CN109315665A的专利文献，其食品原料经一

定搭配后依然无法掩饰苦味，只能去选择有相应功效的食品添加剂，由此食品添加剂的使

用就会对产品质量的控制埋下隐患。虽然食用安全、无添加、且感官（包括状态、色泽、滋味

和气味）等理化指标符合食品标准要求的固体饮料是本领域的共同追求，然面对种类繁多

的各种食品资源，其特性、营养和味道等均有差异，同时还需满足大众的日常饮食需求，而

各种食品资源的选择性中又没有太多的规律可以遵循，因此，获得本领域普遍追求的上述

固体饮料并非显而易见之事，亦非有限的常规试验就能寻找到这样的有机组合。本发明复

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说　明　书 3/8 页

5

CN 111280364 A

5



1）本发明从现代食品、药食同源食品与新资源食品中精心选择特定原料进行多元组

合，着眼于补充现代人日常饮食难以补充或摄取量不足的营养成分，通过多年有益探索获

得了本发明的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其中胶原蛋白肽、牡蛎肽均为普通食品原料，咖啡

和植脂末均为现代食品，黄精为药食同源食品，玛咖粉和菊粉为新资源食品，上述原料经过

特定比例的搭配，结合简单易控的工艺过程，获得了营养价值多元，符合食品标准要求的固

体饮料。

[0021] 2）本发明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所用原料安全，品质易控，而且没有使用额外

的食品添加剂，即具有良好的状态、色泽、气味和滋味，有益于工业化生产。

[0022] 3）本发明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可作为普通食品长期食用，无具体的治疗功效

或保健功能，有益人体健康。

[0023] 4）本发明制备工艺过程简单，操作条件温和，加工过程均在室温下进行，原料所含

营养成分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几乎不会受到任何破坏，可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产品质量的稳

定性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5] 一种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由如下原料制成：胶原蛋白肽、牡蛎肽、黄精、玛咖

粉、咖啡、菊粉和植脂末，其原料以重量份计的组成详见表1。

[0026] 表1 实施例1-8本发明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的重量份组成

其中，

胶原蛋白肽：参照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31645-2018；

牡蛎肽：参照执行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标准Q/HNHY0105S-2018；

黄精：参照【卫计委最新发布】药食同源原料目录(2017)版；

玛咖粉：参照关于批准玛咖粉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公告2011年第13号)；

咖啡：参照GBT30767-2014咖啡类饮料；

菊粉：参照卫生部关于批准菊粉、多聚果糖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公告2009年第

5号)

植脂末：参照QBT4791-2015植脂末。

[0027] 植脂末由如下原料制成：葡萄糖浆、氢化植物油、酪蛋白酸钠、六偏磷酸钠、单，双

甘油脂肪酸酯和二氧化硅。本发明固体饮料所用植脂末不含任何化学香精和色素；与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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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搭配，平衡感佳。

[0028] 对于植脂末中各原料的含量，本发明不做特别限定，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

方案，以重量份计，葡萄糖浆为30-50份、氢化植物油为10-30份、酪蛋白酸钠为0.1-2份、六

偏磷酸钠为0.1-2份、单，双甘油脂肪酸酯为0.1-2份和二氧化硅为0.1-2份。进一步地，葡萄

糖浆可选择30、35、40、45或50重量份；氢化植物油可选择10、15、20、25或30重量份；酪蛋白

酸钠可选择0.1、0.5、1、1.5或2重量份；六偏磷酸钠可选择0.1、0.5、1、1.5或2重量份、单，双

甘油脂肪酸酯可选择0.1、0.5、1、1.5或2重量份；二氧化硅可选择0.1、0.5、1、1.5或2重量

份。上述配方所得植脂末的各项指标符合《QBT4791-2015植脂末》的规定，均能用于本发明，

并由此获得检验指标合格的产品。

[0029] 上述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的生产工艺，依次包括配料、混合和分装。

[0030] 主要设备：

电子秤TCS-200型，分度值为50g，220V，50HZ，称量误差控制在5%（含）以下；

二维运动混合机，型号EYH-1000，料筒容积1000L，旋转、摆动次数（次/min）：9r/6min，

功率2.2KM＋2.2KM（变频调速）；

六列圆角粉剂灌装机，型号6-480F，功率6.5KW。

[0031] 本发明复合牡蛎黄精肽固体饮料的具体生产工艺及其参数，具体如下：

1  原辅料验收：

严格按照依据国家标准对原辅料检验，符合要求后，验收合格；若无国家标准，依据企

业标准或行业标准对原辅材料验收，检验合格后，办理入库手续。供货商应提供：生产许可

证复印件、当批产品的检验合格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纳税人证明等资质。认真填写检验

记录，并归档建立台账。

[0032] 2配料：

2.1  按生产指令单准备物料：

2.1.1 所备料每批均必须有合格检验报告单。

[0033] 2.1.2  对所准备的物料按不同品种、不同规格、不同批号堆放整齐。

[0034] 2.1.3逐件检查品名、规格、批号与包装指令单是否相同，如有疑问必须调查清楚，

才能使用。

[0035] 2.2  称量：

2.2.1 一人称量另一人进行复称复核。

[0036] 2.2.2 同一种原（辅）料称完后，再称另一种原（辅）料，为防止称错、混药，不得交

叉称量。

[0037] 2.2.3 所称物料总量不足一公斤时，则选用合适的电子秤称量。

[0038] 2.2.4  在已称好的原（辅）料的盛装容器必须留有正确填写的物料卡，并挂在容器

规定位置。

[0039] 2.2.5  称量后余下尾料必须留有正确填写的物料卡，妥善保管并登记入账，在下

次生产时首先使用。

[0040] 2.2.6  对已称好的物料要分批存放整齐，并明显标记，填写好“称量配料记录”。

[0041] 2.3 备料称量结束后要做好清场工作，并对整个工序清场。

[0042] 2.4  清洁结束后，填写清洁清场记录，经现场质检员检查合格后在记录上签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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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清场合格证”。

[0043] 3混合：

3.1检查容器等是否退到安全线以外，符合要求方能开机。

[0044] 3.2接通电源，合上外接电源开关→按动“启动”按钮启动电机进行匀转。根据听、

看、比判断设备是否正常停机。

[0045] 3.3加料时应将料筒加料口置于上部位置，按料筒的70％～75％的容积进行加料。

[0046] 3.4混合条件（见表2）达到要求后方能出料。

[0047] 3.5出料时将料筒出料口置于下部位置，待料筒停稳后，拧动手紧螺栓，扳动阀门，

若物料容器不能保证一次出完，应适时关闭阀门，经1-n次反复，直至出完。

[0048] 3.6停机：按动“停止”按钮关闭电机，该机即停止运行。

[0049] 4内包装

4.1根据生产指令从中间站领取检验合格混合物料，运至分装岗位。

[0050] 4.2领料员根据生产指令开具领料单，从仓库领取复合膜，并认真检验是否

存在裂纹、污点等问题，复合膜物料平衡范围99.6-100%，检验合格后方领取。

[0051] 4.3分装前认真调试六列式圆角粉剂灌装机，开启电源开关。设置相关工艺参数，

调整封装条件（见表2）。设置装量为4g/袋。设置完毕后，将混合物料倒入真空上料机，点击

红色上料键，真空上料器开始运转，再点击绿色启动键方开机生产，装量差异控制在5%（含）

以内。

[0052] 4.4生产期间，每30min取10袋分别称量每袋重量。如装量超出控制范围，应及时调

整；检验合格内包装小袋及时装入洁净聚乙烯周转框内。

[0053] 4.5生产期间，认真检验是否存在漏袋、空袋、破损等情况，将不合格品单独存放。

[0054] 4.6生产完毕后，认真填写生产记录，并归档。

[0055] 5.外包装

5.1根据包装指令，领料员填写领料单，经车间主任签字后，领料员领盒、托、封口签、大

箱，并查看有无包材检验合格证，无误后，领取包装材料，仓库管理人员和车间领料员分别

在领料单上签字，运至车间包装工序，在固定位置存放，挂状态标志牌。根据包装指令领取

待包装半成品。

[0056] 5.2包装材料的管理：盒和大箱打印批号后计数发放，并复核。

[0057] 5 .3按照《外包装岗位操作规程》操作，在盒和大箱上清晰打印产品批号、生产日

期、有效期至，数量准确。生产日期必须清晰准确的印在产品指定部位。打码日期必须一致，

不得出现缺字、漏字、打码重叠等现象。

[0058] 5.4在包装工序入托、装盒，贴封口签，装大箱，大箱内放一张装箱单，用密封胶带

封严，捆扎牢固。每批结束，由领料员填写成品入库单，车间主任审核签字后运至仓库待验

区。

[0059] 5.5将成品打包成件或箱，箱内不缺数，不缺附件，摆放整齐，批号清晰，包装符合

要求。

[0060] 5 .6入库的产品经化验合格后方可出库，入库的产品整齐的放在托板上，离地离

墙，摆放整齐。

[0061] 5.7本批包装完成后，剩余盒、托等包装材料及厂家因素导致的不合格包材（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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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批号）由领料员开具红字“领料单”退库；盖有本批批号的（多余或有残次）盒、大箱及人为

原因导致的不合格包材（未打印批号）在质检人员监督下销毁，并记入批包装记录。

[0062] 5.8经检验合格的成品，由质量部长对批生产记录、批检验记录进行审核，合格后，

填写成品放行单，发至仓库，仓库管理员把待验标志牌换成合格标志牌，并填写入库单，入

成品分类账，可放行销售。

[0063] 5.9包装成品物料平衡范围：100%；包装材料物料平衡范围：100%。

[0064] 6.检验：按照GB/T  29602-2013进行检验合格后，由食品安全部长对批生产记录、

批检验记录进行审核，合格后，填写成品放行单，发至仓库，仓库管理员把待验标志牌换成

合格标志牌，并填写入库单，入成品分类账，可放行销售。

[0065] 9.存贮：置于阴凉，通风，干燥处。

[0066] 表2 实施例1-8混合和分装工艺的关键参数

本发明通过上述混合参数的控制，混合均匀性好，品质稳定性高，产品检验合格率达

100%。

[0067] 封装工艺参数的控制，保证了封装质量，袋装食品密封性好，同时沿封装线的撕开

力度合适，撕开后袋子的开口边缘更为规则和光滑，不易使内部粉状食品散出，倒出时不易

挂边。

[0068] 本发明固体饮料属于普通食品，无具体的治疗功效或保健功能，可作为日常饮食

之外的营养补充。

[0069] 本发明固体饮料的规格型号为：4克/袋。

[0070] 食用方法为：每天可一次性食用3袋，3天食用一次，用温开水冲服。

[0071] 食用限量：玛咖粉≤25克/天，菊粉≤15克/天，本品每袋含玛咖粉约0.2克；菊粉

0.02克。

[0072] 不适用人群：婴幼儿、哺乳期妇女、孕妇不宜食用；

贮存条件：置于阴凉、通风、干燥处。

[0073] 本发明制备所得固体饮料委托：中检集团中原农食产品检测（河南）有限公司进行

检测，规格型号为：4g/袋，样品数量为：80袋，样品状态为：固体粉末，检验项目包括：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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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状态太、感官-色泽、感官-气味、滋味、铅（以Pb计）、菌落总数、大肠杆菌群，检验依据：

GB4789.2-2016、GB4789.3-2016（第二法）、GB5009.12-2017（第二法）、GB5009.3-2016（第一

法）、GB  7101-2015。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检验结果

经检验，本发明固体饮料所检项目符合GB/T29602-2013、GB7101-2015和GB2762-2017

标准要求。

[0074]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所做的其他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只要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

的精神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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