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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复配挤压米糍粑及其制备

方法，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

组分：复配挤压米40～60份、糯米40～60份、甜味

剂90～110份以及果脯5～15份，其中，所述复配

挤压米为糯米粉与杂粮粉混合后经挤压膨化制

成的挤压米。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中，以经过

挤压膨化制备的复配挤压米和糯米作为制备糍

粑的主要原材料，相比于糯米而言，由于所述复

配挤压米在所述挤压膨化过程中受到高温剪切

作用，成型后的挤压米更容易被破碎，因而使得

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在制备过程中更容易捣碎，

解决现有糍粑制作过程中糍粑难以捣碎的问题，

而且在蒸煮过程中也更容易熟化，在消费者食用

时也更易于人体的消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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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配挤压米糍粑，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复配挤压米40~60份、糯米40~60份、甜味剂90~110份以及果脯5~15份，其中，所述复配

挤压米为糯米粉与杂粮粉混合后经挤压膨化制成的挤压米；所述糯米粉和杂粮粉的质量比

为(5~7):(13~15)；

所述的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糯米粉和杂粮粉混合后投入挤压膨化机中进行挤压膨化，制成复配挤压米，其中，所

述挤压膨化机的固体进料量为7~8kg/h、液体进料量为1.5~2.5kg/h，所述挤压膨化机的螺

杆转速为40~60rpm，所述挤压膨化机沿物料的输送方向分为五个温区，所述五个温区的温

度设定依次为40~60℃、60~80℃、100~120℃、100~120℃和60~70℃；

将糯米和复配挤压米分别浸泡后，取出沥干并混合形成混合米料；

将所述混合米料蒸熟后捣碎成泥状料，然后将泥状料分割成型并加入果脯，制得初坯；

对所述初坯进行高温灭菌后冷却，然后在所述初坯表面涂覆甜味剂，得糍粑坯；

对所述糍粑坯进行快速冷冻成型后解冻，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配挤压米糍粑，其特征在于，所述杂粮粉包括玉米粉、红薯粉、

荞麦粉、黑米粉、红豆粉和绿豆粉中的至少一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配挤压米糍粑，其特征在于，所述甜味剂包括糖浆、蜂蜜和巧

克力酱中的至少一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配挤压米糍粑，其特征在于，所述果脯包括山楂条、葡萄干、红

枣干和桂圆干中的至少一种。

5.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的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将糯米粉和杂粮粉混合后投入挤压膨化机中进行挤压膨化，制成复配挤压米，其中，所

述挤压膨化机的固体进料量为7~8kg/h、液体进料量为1.5~2.5kg/h，所述挤压膨化机的螺

杆转速为40~60rpm，所述挤压膨化机沿物料的输送方向分为五个温区，所述五个温区的温

度设定依次为40~60℃、60~80℃、100~120℃、100~120℃和60~70℃；

将糯米和复配挤压米分别浸泡后，取出沥干并混合形成混合米料；

将所述混合米料蒸熟后捣碎成泥状料，然后将泥状料分割成型并加入果脯，制得初坯；

对所述初坯进行高温灭菌后冷却，然后在所述初坯表面涂覆甜味剂，得糍粑坯；

对所述糍粑坯进行快速冷冻成型后解冻，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混合米料蒸熟

后捣碎成泥状料，然后将泥状料分割成型并加入果脯，制得初坯的步骤，具体包括：

将所述混合米料放置在蒸锅上蒸制30~40min后，捣碎成泥状料，然后将泥状料分割成

型并加入果脯，制得初坯。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对所述初坯进行高温

灭菌后冷却，然后在所述初坯表面涂覆甜味剂，得糍粑坯的步骤中：

所述高温灭菌的温度为135~145℃，所述高温灭菌的时间为4~6min。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对所述糍粑坯进行快

速冷冻成型后解冻，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的步骤，具体包括：

将所述糍粑坯放置于‑20~‑15℃温度下冷冻4~7min，然后取出放入温度设置为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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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菌箱中自然解冻至常温，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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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配挤压米糍粑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复配挤压米糍粑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糍粑一般是糯米蒸熟后捣碎再揉制成型的传统食品，具有柔软、富有弹性、营养价

值高等特点。但是由于主原料糯米缺少膳食纤维、淀粉基本全为支链淀粉，导致难以消化、

腹胀、血糖快速升高等，因此不易食用过多；而且目前在糍粑加工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例如捣碎过程中由于糍粑粘度太大而难以捣碎、捣碎后不易黏合在一起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种复配挤压米糍粑及其制备方法，旨在解决现有糍粑

制作过程中糍粑难以捣碎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复配挤压米糍粑，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05] 复配挤压米40～60份、糯米40～60份、甜味剂90～110份以及果脯5～15份，其中，

所述复配挤压米为糯米粉与杂粮粉混合后经挤压膨化制成的挤压米。

[0006] 优选地，所述复配挤压中的所述糯米粉和杂粮粉的质量比为(5～7):(13～15)。

[0007] 优选地，所述杂粮粉包括玉米粉、红薯粉、小麦粉、荞麦粉、黑米粉、红豆粉和绿豆

粉中的至少一种。

[0008] 优选地，所述甜味剂包括糖浆、蜂蜜和巧克力酱中的至少一种。

[0009] 优选地，所述果脯包括山楂条、葡萄干、红枣干和桂圆干中的至少一种。

[0010]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还提出一种如上所述的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11] 将糯米和复配挤压米分别浸泡后，取出沥干并混合形成混合米料；

[0012] 将所述混合米料蒸熟后捣碎成泥状料，然后将泥状料分割成型并加入果脯，制得

初坯；

[0013] 对所述初坯进行高温灭菌后冷却，然后在所述初坯表面涂覆甜味剂，得糍粑坯；

[0014] 对所述糍粑坯进行快速冷却成型后解冻，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

[0015] 优选地，将糯米和复配挤压米分别浸泡后，取出沥干并混合形成混合米料的步骤

之前，还包括：

[0016] 将糯米粉和杂粮粉混合后投入挤压膨化机中进行挤压膨化，制成复配挤压米，其

中，所述挤压膨化机的固体进料量为7～8kg/h、液体进料量为1.5～2.5kg/h，所述挤压膨化

机的螺杆转速为40～60rpm，所述挤压膨化机沿物料的输送方向分为五个温区，所述五个温

区的温度设定依次为40～60℃、60～80℃、100～120℃、100～120℃和60～70℃。

[0017] 优选地，将所述混合米料蒸熟后捣碎成泥状料，然后将泥状料分割成型并加入果

脯，制得初坯的步骤，具体包括：

[0018] 将所述混合米料放置在蒸锅上蒸制30～40min后，捣碎成泥状料，然后将泥状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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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成型并加入果脯，制得初坯。

[0019] 优选地，对所述初坯进行高温灭菌后冷却，然后在所述初坯表面涂覆甜味剂，得糍

粑坯的步骤中：

[0020] 所述高温灭菌的温度为135～145℃，所述高温灭菌的时间为4～6min。

[0021] 优选地，对所述糍粑坯进行快速冷却成型后解冻，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的步骤，具

体包括：

[0022] 将所述糍粑坯放置于‑20～‑15℃温度下冷冻4～7min，然后取出放入温度设置为

23～27℃的无菌箱中自然解冻至常温，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

[0023]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中，以经过挤压膨化制备的复配挤压米和糯米作为制备糍

粑的主要原材料，相比于糯米而言，由于所述复配挤压米在所述挤压膨化过程中受到高温

剪切作用，成型后的挤压米更容易被破碎，因而使得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在制备过程中更

容易捣碎，而且在蒸煮过程中也更容易熟化，在消费者食用时也更易于人体的消化吸收。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示出的结构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5]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备方法的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0026]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

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

品。

[0028]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复配挤压米糍粑，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复配挤压米40～

60份、糯米40～60份、甜味剂90～110份以及果脯5～15份，其中，所述复配挤压米为糯米粉

与杂粮粉混合后经挤压膨化制成的挤压米。显然，本发明不仅限于此，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

例中，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偏好，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还可以添加有坚果粒，例如杏仁

粒、花生粒或核桃仁粒等等由常见坚果制成的粒料，使得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口味更多

样、营养成分更为丰富，又或者还可以添加例如芝麻等成分，起到增添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

风味的作用。

[0029]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中，以经过挤压膨化制备的复配挤压米和糯米作为制备糍

粑的主要原材料，相比于糯米而言，由于所述复配挤压米在所述挤压膨化过程中受到高温

剪切作用，成型后的挤压米更容易被破碎，因而，向糍粑的制作原料中加入所述复配挤压

米，使得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在制备过程中更容易捣碎，而且在蒸煮过程中也更容易熟化，

简化了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作工艺，在消费者食用时也更易于人体的消化吸收；其次，

所述复配挤压米以糯米粉为主要原料，辅以杂粮粉，使得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口味更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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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营养价值更高。另一方面，所述复配挤压米的制作原料(包括糯米粉和杂粮粉)均为粉料

而非颗粒完整的米粒，其选用碎米进行制作即可，相比于全部选用糯米作为糍粑的制作原

料的方法，降低了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原料成本。

[0030] 对于糍粑而言，其特有的食用口感是由糯米本身产生的，因此，为了保证糍粑正常

的食用口感和风味，所述糯米和复配挤压米的添加量分别保持在40～60份和40～60份为

宜，且所述复配挤压米是为糯米粉和杂粮粉为原材制备，不仅能使得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

在制作过程中更容易捣碎，也不会丧失糍粑原有的食用口感和风味。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

的实施方式，所述复配挤压中的所述糯米粉和杂粮粉的质量比为(5～7):(13～15)，以所述

复配挤压米的质量份数为100份计，所述糯米粉的质量份数为25～37份，所述杂粮粉的质量

份数为65～75份。

[0031] 所述杂粮粉可以是由一种或多种不同杂粮制成的杂粮粉组成，所述杂粮可以选用

诸如小麦、荞麦、大豆、玉米、黑头、薏仁、籽粒苋或高粱等等，根据杂粮的营养成分以及口味

和颜色不同，选用不用杂粮粉制备而成的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具有不同的营养价值、口味

和颜色，因而，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提供包含有不同杂粮粉的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

进而改变现有糍粑的色彩和口味单一的特点。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杂粮

粉包括玉米粉、红薯粉、小麦粉、荞麦粉、黑米粉、红豆粉和绿豆粉中的至少一种，既可以是

上述杂粮粉的任意一种，也可以是由其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组成。

[0032] 所述甜味剂也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口味偏好进行选择，优选为糖浆、蜂蜜和巧克力

酱中的至少一种，以适应大部分消费者人群最为常见的口味需求。当然，在本发明的其他实

施例中，也可以选用例如香蕉汁、西瓜汁或哈密瓜汁等等甜味果汁作为甜味剂，而以糖浆、

蜂蜜和巧克力酱中的至少一种作为甜味剂，其甜度更为适宜且便于调节。

[0033] 所述果脯的加入可以进一步丰富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口味，以适应不同消费者

的市场需求，所述果脯可以选自桂圆干、芒果干或苹果干等等常见的果脯中的一种或多种，

优选为山楂条、葡萄干、红枣干和桂圆干中的至少一种，以山楂条和葡萄干作为所述果脯加

入，有利于促进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被人体消化吸收，而以红枣干和桂圆干作为所述果脯

加入，则可以使得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还具有补气养血的功效。

[0034]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备方法，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复配挤压米

糍粑的制备方法的一实施例。请参阅图1，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35] 步骤S10、将糯米和复配挤压米分别浸泡后，取出沥干并混合形成混合米料；

[0036] 将糯米和复配挤压米分别浸泡，其中，所述糯米的浸泡时间为50～70min，所述复

配挤压米的浸泡时间为4～6min，采用清水在水温条件下浸泡即可，浸泡时的加水量以完全

淹没米粒为准(可适量多加)，然后分别将浸泡后的糯米和复配挤压米从水中捞出并沥干，

再混合均匀，形成混合米料，混合时可采用手动搅拌方式，也可以采用机械搅拌方式进行。

[0037] 在步骤S10中，所述复配挤压米为糯米粉和杂粮粉混合后经过挤压膨化所制备的

挤压米，所述挤压膨化的过程可以通过挤压膨化设备实现，例如挤压膨化机等。在本发明的

另一实施例中，所述复配挤压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糯米粉和杂粮粉混合后投入

挤压膨化机中进行挤压膨化，制成复配挤压米，其中，所述挤压膨化机的固体进料量为7～

8kg/h、液体进料量为1.5～2.5kg/h，所述挤压膨化机的螺杆转速为40～60rpm，所述挤压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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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沿物料的输送方向分为五个温区，所述五个温区的温度设定依次为40～60℃、60～80

℃、100～120℃、100～120℃和60～70℃。所述挤压膨化机可以是单螺杆挤压膨化机，也可

以是双螺杆挤压膨化机，在本实施例中优选为双螺杆挤压膨化机，其剪切作用更强，能提高

所述糯米粉与杂粮粉的混合效率，避免了采用单螺杆挤压膨化机时物料混合不充分而需要

二次加工的问题。

[0038] 步骤S20、将所述混合米料蒸熟后捣碎成泥状料，然后将泥状料分割成型并加入果

脯，制得初坯；

[0039] 在糍粑的制作过程中，通常会先将糯米蒸熟后再捣碎，采用蒸煮的方式，更易于保

存原料中的营养成分。本实施例中，步骤S20可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将所述混合米料放置在

蒸锅上蒸制30～40min后，所述糯米和复配挤压米彻底熟化，再将其捣碎成不含有米状颗粒

的泥状料(其捣碎所需的时间应该视物料的多少而定，在实验室小试的过程中，可采用研钵

进行，4～8min即可成功将蒸好的混合米料捣碎成泥状物)，然后将泥状料分割成型并加入

果脯，制得初坯，所述分割成型的形状应该根据实际需求而定，可以为圆形、方形或心形等

任意形状，而所述果脯优选为果脯的碎粒，在所述泥状料分割成型的过程中加入，其加入方

式可以是铺洒于所述初坯表面，也可以是嵌设于所述初坯内部。

[0040] 通过所述复配挤压米的加入，使得所述混合米料仅需蒸制30～40min即可完全熟

化，相比于现有技术中需要将糯米蒸煮至少1h以上才能彻底熟化的方案，本实施例中的所

述复配挤压米糍粑原料蒸煮熟化的时间更短，有利于减少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制作所需的

时间和能耗，降低了工艺成本。

[0041] 步骤S30、对所述初坯进行高温灭菌后冷却，然后在所述初坯表面涂覆甜味剂，得

糍粑坯；

[0042] 在制备好所述初坯后，通过高温灭菌的方式除去其中的细菌，然后取出冷却至常

温，再将所述甜味剂涂覆于灭菌后的初坯表面，即制得糍粑坯。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高温灭

菌可采用灭菌箱进行，所述步骤S30在实施时可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将所述初坯放入到温度

设置为135～145℃的干燥灭菌箱中灭菌4～6min，然后取出放置在室温条件下(22～28℃)

自然冷却4～8min，最后将所述甜味剂涂覆于所述初坯表面，即完成所述糍粑坯的制作，其

中，所述甜味剂为糖浆、蜂蜜和巧克力酱中的至少一种。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在室温条件下，

所述糖浆、蜂蜜或巧克力酱呈半固态或固态等非流动性或流动性不佳的状态，为便于所述

甜味剂在所述初坯表面的快速和均匀涂覆，可以采用加热的方式将糖浆、蜂蜜或巧克力酱

融化后，再涂覆于灭菌后的初坯表面。

[0043] 步骤40、对所述糍粑坯进行快速冷却成型后解冻，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

[0044] 完成所述糍粑坯的制备后，将其置于低温环境中快速冷却即可实现定型，然后取

出解冻至常温，即完成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备，可以直接食用，或者也可以采用现有的

食品包装材料(例如可食用食品包装膜)及方法进行包装，即获得复配挤压米糍粑的产品。

在本实施例中，步骤S40可采用以下方方进行：将所述糍粑坯放入到温度设置为‑20～‑15℃

的冷冻柜中冷冻4～7min，至所述糍粑坯定型后取出，并放入到温度设置为23～27℃的无菌

箱中自然解冻至常温(通常为25℃左右)，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

[0045] 本发明提供的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备方法，以复配挤压米和糯米作为原材料，其

在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作过程中更易于蒸熟和捣碎，简化了制作工艺，而且降低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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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糍粑的原料成本和工艺成本。

[0046]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

以下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47] 实施例1

[0048] (1)称取糯米粉250g和玉米粉750g，投入双螺杆挤压膨化机中进行挤压膨化，制得

挤压米，备用；其中，所述挤压膨化机的参数设置为：固体进料量7kg/h、液体进料量1.5kg/

h，螺杆转速60rpm，五个温区的温度设定依次为60℃、80℃、120℃、120℃和70℃。

[0049] (2)称取糯米600g用清水浸泡60min，称取复配挤压米400g用清水浸泡5min，然后

将浸泡好的米粒从水中捞出沥干并混合均匀，形成混合米料，备用。

[0050] (3)将混合米料放在蒸锅上蒸35min，然后捣碎5min形成泥状料，再将泥状料分割

成型，并且在分割成型的过程中加入山楂条碎粒100g，制得初坯；

[0051] (4)将初坯放入温度设置为140℃的干燥灭菌箱中灭菌5min，然后从干燥灭菌箱中

取出，在25℃温度下冷却5min，再将糖浆900g均匀涂覆在灭菌后的初坯表面，制得糍粑坯；

[0052] (5)将糍粑坯放入温度设置为‑18℃的冷冻柜中冷冻5min，然后熊冷冻柜中取出，

并放入温度设置为25℃的无菌箱中自然解冻至常温，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

[0053] 实施例2

[0054] (1)称取糯米粉300g和玉米粉700g，投入双螺杆挤压膨化机中进行挤压膨化，制得

挤压米，备用；其中，所述挤压膨化机的参数设置为：固体进料量8kg/h、液体进料量2.5kg/

h，螺杆转速40rpm，五个温区的温度设定依次为40℃、60℃、100℃、100℃和60℃。

[0055] (2)称取糯米500g用清水浸泡50min，称取复配挤压米500g用清水浸泡4min，然后

将浸泡好的米粒从水中捞出沥干并混合均匀，形成混合米料，备用。

[0056] (3)将混合米料放在蒸锅上蒸40min，然后捣碎4min形成泥状料，再将泥状料分割

成型，并且在分割成型的过程中加入山楂条碎粒50g，制得初坯；

[0057] (4)将初坯放入温度设置为145℃的干燥灭菌箱中灭菌4min，然后从干燥灭菌箱中

取出，在22℃温度下冷却4min，再将糖浆1100g均匀涂覆在灭菌后的初坯表面，制得糍粑坯；

[0058] (5)将糍粑坯放入温度设置为‑20℃的冷冻柜中冷冻4min，然后熊冷冻柜中取出，

并放入温度设置为23℃的无菌箱中自然解冻至常温，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

[0059] 实施例3

[0060] (1)称取糯米粉350g和玉米粉650g，投入双螺杆挤压膨化机中进行挤压膨化，制得

挤压米，备用；其中，所述挤压膨化机的参数设置为：固体进料量7.5kg/h、液体进料量2kg/

h，螺杆转速50rpm，五个温区的温度设定依次为50℃、70℃、110℃、110℃和65℃。

[0061] (2)称取糯米550g用清水浸泡70min，称取复配挤压米450g用清水浸泡6min，然后

将浸泡好的米粒从水中捞出沥干并混合均匀，形成混合米料，备用。

[0062] (3)将混合米料放在蒸锅上蒸30min，然后捣碎6min形成泥状料，再将泥状料分割

成型，并且在分割成型的过程中加入山楂条碎粒150g，制得初坯；

[0063] (4)将初坯放入温度设置为135℃的干燥灭菌箱中灭菌6min，然后从干燥灭菌箱中

取出，在28℃温度下冷却8min，再将糖浆1000g均匀涂覆在灭菌后的初坯表面，制得糍粑坯；

[0064] (5)将糍粑坯放入温度设置为‑15℃的冷冻柜中冷冻7min，然后熊冷冻柜中取出，

并放入温度设置为27℃的无菌箱中自然解冻至常温，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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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实施例4

[0066] (1)称取糯米粉280g和玉米粉720g，投入双螺杆挤压膨化机中进行挤压膨化，制得

挤压米，备用；其中，所述挤压膨化机的参数设置为：所述挤压膨化机的参数设置为：固体进

料量7.5kg/h、液体进料量2kg/h，螺杆转速50rpm，五个温区的温度设定依次为50℃、70℃、

110℃、110℃和65℃。

[0067] (2)称取糯米400g用清水浸泡55min，称取复配挤压米600g用清水浸泡5min，然后

将浸泡好的米粒从水中捞出沥干并混合均匀，形成混合米料，备用。

[0068] (3)将混合米料放在蒸锅上蒸35min，然后捣碎8min形成泥状料，再将泥状料分割

成型，并且在分割成型的过程中加入山楂条碎粒120g，制得初坯；

[0069] (4)将初坯放入温度设置为138℃的干燥灭菌箱中灭菌5min，然后从干燥灭菌箱中

取出，在24℃温度下冷却6min，再将糖浆950g均匀涂覆在灭菌后的初坯表面，制得糍粑坯；

[0070] (5)将糍粑坯放入温度设置为‑18℃的冷冻柜中冷冻6min，然后熊冷冻柜中取出，

并放入温度设置为25℃的无菌箱中自然解冻至常温，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

[0071] 实施例5

[0072] (1)称取糯米粉330g和玉米粉670g，投入双螺杆挤压膨化机中进行挤压膨化，制得

挤压米，备用；其中，所述挤压膨化机的参数设置为：所述挤压膨化机的参数设置为：固体进

料量7.5kg/h、液体进料量2kg/h，螺杆转速50rpm，五个温区的温度设定依次为50℃、70℃、

110℃、110℃和65℃。

[0073] (2)称取糯米450g用清水浸泡65min，称取复配挤压米550g用清水浸泡5min，然后

将浸泡好的米粒从水中捞出沥干并混合均匀，形成混合米料，备用。

[0074] (3)将混合米料放在蒸锅上蒸40min，然后捣碎9min形成泥状料，再将泥状料分割

成型，并且在分割成型的过程中加入山楂条碎粒80g，制得初坯；

[0075] (4)将初坯放入温度设置为142℃的干燥灭菌箱中灭菌5min，然后从干燥灭菌箱中

取出，在25℃温度下冷却5min，再将糖浆1050g均匀涂覆在灭菌后的初坯表面，制得糍粑坯；

[0076] (5)将糍粑坯放入温度设置为‑18℃的冷冻柜中冷冻5min，然后熊冷冻柜中取出，

并放入温度设置为25℃的无菌箱中自然解冻至常温，制得复配挤压米糍粑。

[0077] 对比例

[0078] (1)称取糯米1000g，浸泡60min后，将浸泡好的米粒从水中捞出沥干，备用。

[0079] (3)将浸泡后的糯米放在蒸锅上蒸80min，然后捣碎70min形成泥状料，再将泥状料

分割成型，并且在分割成型的过程中加入山楂条碎粒50g，制得初坯；

[0080] (4)将初坯放入温度设置为145℃的干燥灭菌箱中灭菌4min，然后从干燥灭菌箱中

取出，在22℃温度下冷却4min，再将糖浆1100g均匀涂覆在灭菌后的初坯表面，制得糍粑坯；

[0081] (5)将糍粑坯放入温度设置为‑20℃的冷冻柜中冷冻4min，然后熊冷冻柜中取出，

并放入温度设置为23℃的无菌箱中自然解冻至常温，制得糯米糍粑。

[0082] 对上述各实施例制得的复配挤压米糍粑和对比例中制得的糯米糍粑进行物性分

析，分析参数包括糍粑的硬度、弹性和粘弹性，通过质构分析仪测得，测试方法可参考《糯米

基本成分与糍粑品质的相关性研究》(食品科技，2018,43(7):158‑163)中公开的测试方法，

具体的测定方法如下：采用TA‑XT2i型号的质构仪，其参数设置为：

[0083] 基本参数，D＝50mm，H＝10mm，圆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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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模式：TPA，挤压探头：D＝120mm，测试前速：1mm/s，测试中速：1mm/s，测试后速：

2mm/s；压缩比：20％；最小感应力5×10‑3g；

[0085] 测定时要将糯米团的中心位置对准压缩探头中心部位。物性分析测定结果如下表

1所示。

[0086] 表1实施例与对比例中糍粑的物性分析测定结果

[0087]   硬度 弹性 粘弹性

实施例1 6322 0.623 4862

实施例2 6234 0.615 4920

实施例3 6135 0.625 4934

实施例4 6335 0.614 4998

实施例5 6133 0.595 4875

对比例 5805 0.633 5234

[0088] 在实施例1至5中制备复配挤压米糍粑的过程中，复配挤压米与糯米的混合米料仅

需蒸制30～40min即可熟化，而对比例中的纯糯米需要蒸制80min才能熟化；实施例1至5中

蒸熟后的混合米仅需捣碎4～9min即可捣碎成无明显米粒状的泥状物，而对比例中蒸熟后

的糯米需要捣碎1h以上，而且捣碎后的泥状物中仍然有少许颗粒状分散。结合上述分析以

及表1中测定结果可知，在本发明提供的实施例中以挤压米为原料制作的复配挤压米糍粑，

其硬度、弹性和粘弹性等物性与普通糯米糍粑无明显差异，但是加工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更

短。

[0089] 综合上述结论可知，本发明实施例在制作糍粑时，以经过挤压膨化制备的复配挤

压米和糯米作为制备糍粑的主要原材料，相比于糯米而言，由于所述复配挤压米在所述挤

压膨化过程中受到高温剪切作用，成型后的挤压米更容易被破碎，因而，向糍粑的制作原料

中加入所述复配挤压米，使得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在制备过程中更容易捣碎，而且在蒸煮

过程中也更容易熟化，简化了所述复配挤压米糍粑的制作工艺。

[009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在本

发明的发明构思下，利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或直接/间接运用

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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