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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

浊汁饮料的方法，主要由苹果混浊汁、甘薯粉、白

砂糖、柠檬酸、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水加工

而成，按照原料预处理、混合、调配、均质、杀菌、

灌装等工艺加工而成。本发明通过将甘薯粉添加

到苹果混浊汁中与其混合，有效解决了苹果混浊

汁稳定性差、易分层的问题，同时解决了苹果混

浊汁易褐变、色泽暗、风味单薄的问题。相较于苹

果混浊汁，酚类物质、膳食纤维、果胶等生物活性

物质的含量显著提高，抗氧化活性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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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苹果复合混浊汁饮

料的原料按质量份数包括：苹果混浊汁20‑40，甘薯粉5‑10，白砂糖7‑16，柠檬酸0.1‑0.5，羧

甲基纤维素钠0.05‑0.15，黄原胶0.05‑0.15，水  33.2‑67.8；

所述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制作方法为：

（1）甘薯粉的制备：甘薯清洗、去皮后，切成1厘米见方的小块，烘烤熟制，经热泵干燥后

以超微粉碎机粉碎后过60目筛，即得；所述甘薯为黄肉甘薯或紫肉甘薯任一种；

（2）苹果混浊汁的制备：将苹果去皮后浸泡在浓度为0.3%的亚硫酸钠溶液中护色1h，捞

出漂洗后加入与苹果等重量的水进行打浆后过200目滤布，制得苹果混浊汁；

（3）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制备：按质量份数称取各原料，将甘薯粉加入质量份数为

30‑40、80‑100℃热水恒温浸泡时间0.5  h，然后按质量份数加入苹果混浊汁、白砂糖、柠檬

酸、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补充质量份数3.2‑27.8的水，混合均匀后送入胶体磨和均质

机中依次进行均质处理，经真空脱气机脱气之后进行杀菌灌装，即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方法，其特征是：烘

烤熟制后的甘薯块以热泵进行分段式干燥，即第一阶段80‑90℃下干燥1‑2h，第二阶段55‑

65℃下干燥5‑7h。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方法，其特征是：所

述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的质量比为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方法，其特征是：所

述杀菌灌装方法为：95‑100℃杀菌15‑30  min后，立即趁热灌装密封，121℃杀菌15‑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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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饮料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浊

汁饮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苹果汁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苹果加工产品，可分为浓缩汁和鲜榨汁(NFC果汁)，

又可根据是否含果肉，分为混浊汁和澄清汁。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苹果汁大部分属于澄

清汁，大多是由苹果浓缩汁加水还原而成。苹果混浊汁含有悬浮果粒、果胶、蛋白质、纤维素

和半纤维素等营养成分使其比澄清汁拥有更柔和的口感、更饱满的风味和更丰富的营养价

值。近年来，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果汁市场，鲜榨混浊汁的市场比例不断加大，鲜榨混

浊苹果汁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鲜榨混浊苹果汁的混浊稳定性和褐变现象是生产以及

销售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0003] 甘薯营养成分丰富，薯块内含丰富的糖类、膳食纤维、蛋白质、矿物质，同时还富含

类胡萝卜素及绿原酸、花色苷、黄酮等多酚类活性物质。多项研究表明，甘薯有润肠通便、预

防心血管疾病、抗癌、抗氧化、抗高血压、抗糖尿病、抗突变、调节人体酸碱平衡等作用。但甘

薯主要以鲜食为主，或制成甘薯淀粉、甘薯粉条、甘薯干、甘薯脯，深加工利用程度低。甘薯

粉是新鲜甘薯经干制后粉碎制成的产品，一般采用清洗、去皮、切分、蒸煮、破碎、热风干燥

等工序加工而成。甘薯粉包含了除甘薯皮以外的全部干物质，其水分含量很低，易于长时间

保存且方便运输，具有甘薯原料本身特有的香气，也保留了大部分新鲜甘薯的营养成分，但

目前主要以加入馒头、汤圆、挂面等面食制品中为主，有必要研究其在饮料产品中的功能特

性，拓展其应用范围。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方法，解决鲜榨

苹果混浊汁生产中存在的以下问题：一是混浊稳定性差、易分层；二是易褐变、色泽暗；三是

味道微酸、风味单薄。同时，通过添加甘薯粉，进一步强化其中的酚类物质、膳食纤维、果胶

等生物活性物质含量，并提高其抗氧化活性。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浊汁饮

料的方法，其技术要点是，所述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是按如下质量份数添加，包括：苹果混

浊汁20‑40，甘薯粉5‑10，白砂糖7‑16，柠檬酸0.1‑0.5，羧甲基纤维素钠0.05‑0.15，黄原胶

0.05‑0.15，水33.2‑67.8；

[0006] 所述甘薯粉的制备方法为：黄肉甘薯(或紫肉甘薯)清洗、去皮后，切成1厘米左右

见方的小块，以烤箱烤熟，经热泵干燥后以超微粉碎机粉碎后过60目筛即得，所述热泵干燥

分两阶段，即第一阶段80‑90℃下干燥1‑2h，第二阶段55‑65℃下干燥5‑7h；

[0007] 所述苹果混浊汁的制备方法为：苹果去皮后浸泡在浓度为0.3％的亚硫酸钠溶液

中护色1h，漂洗后加入与苹果等重量的水进行打浆后过200目滤布，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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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制备方法为：按质量份数称取甘薯粉，加质量份数为

30‑40、80‑100℃热水恒温浸泡时间0.5h，然后按质量份数加入苹果混浊汁、白砂糖、柠檬

酸、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补充按质量份数3.2‑27.8的水，混合均匀后送入胶体磨和均

质机中进行均质处理，经真空脱气机脱气；所述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杀菌方法为：95‑100

℃杀菌15‑30min后，立即趁热灌装密封，121℃杀菌15‑30min。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0] (1)以烘烤代替蒸制，可使制得的甘薯粉香气更加浓郁；而相比于传统的热风干

燥，采用热泵分阶段进行干制，可缩短干制时间，节省能源，相比于冷冻干燥，成本大大降

低，甘薯粉色泽更加鲜艳，香气更加浓郁。

[0011] (2)苹果混浊汁稳定性差、易分层，甘薯粉复水性好，具有持水性、成糊性和胶凝

性，甘薯粉所具有的这些功能特性，使得其起到了提高苹果混浊汁稳定性的作用；苹果混浊

汁极易褐变，颜色为褐色且色泽发暗，甘薯粉复水后色泽鲜艳，向苹果汁中加入甘薯粉，混

合后的果汁色泽呈鲜亮的黄色或紫色，令人愉悦。

[0012] (3)苹果和甘薯均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而且都富含膳食纤维、果胶及多

酚类物质，具有较强的抗氧化、预防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保护视力、美容护肤等保健功效，

本发明将甘薯粉添加到苹果混浊汁中，可明显提高上述各种生物活性成分的含量及对自由

基的清除活性，产品具有更加丰富的营养成分和保健功效。

[0013] (4)苹果混浊汁味道酸甜、风味单薄，以甘薯可中和苹果的酸涩味道、增加原料的

稠度、改善其风味单薄，而以苹果可减弱甘薯带来的糊口感，同时将甘薯的香气与苹果香气

自然融合，达到单一原料混浊汁香气和风味的改善和协调。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实施例一

[0015] 1.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方法，其各组分选用质量份如下：

[0016] 苹果混浊汁20，黄肉甘薯粉5，白砂糖10，柠檬酸0.25，羧甲基纤维素钠0.15，黄原

胶0.15，水64.45。

[0017] 2.制作步骤：

[0018] (1)黄肉甘薯清洗、去皮后，切成1厘米左右见方的小块，以烤箱烤熟，经热泵干燥

(分两阶段，第一阶段80℃下干燥2h，第二阶段65℃下干燥6h)后以超微粉碎机粉碎后过60

目筛，制得甘薯粉；苹果清洗、去皮后于浓度为0.3％的亚硫酸钠溶液中护色1h，捞出漂洗后

加入与苹果等重量的水进行打浆后过200目滤布，制得苹果混浊汁；

[0019] (2)按质量份数5称取甘薯粉，加质量份数为30的80℃热水恒温浸泡时间0.5h，然

后按质量份数20加入苹果混浊汁，并与质量份数分别为10、0.25、0.15、0.15的白砂糖、柠檬

酸、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进行混合，充分搅拌溶解，最后加入质量份数为34.45的水；

[0020] (3)混合均匀后送入胶体磨和均质机中进行均质处理，反复进料2‑3次后，于真空

脱气机脱气；

[0021] (4)均质脱气后的料液95‑100℃杀菌15‑30min后，立即趁热灌装密封，121℃杀菌

15‑30min。

[0022] 实施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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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1 .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方法，其各组分选用质量份如下：苹

果混浊汁20，紫肉甘薯粉5，白砂糖11，柠檬酸0.2，羧甲基纤维素钠0.1，黄原胶0.1，水63.6。

[0024] 2.制作步骤：

[0025] (1)紫肉甘薯清洗、去皮后，切成1厘米左右见方的小块，以烤箱烤熟，经热泵干燥

(分两阶段，第一阶段80℃下干燥2h，第二阶段65℃下干燥6h)后以超微粉碎机粉碎后过60

目筛，制得甘薯粉；苹果清洗、去皮后于浓度为0.3％的亚硫酸钠溶液中护色1h，捞出漂洗后

加入与苹果等重量的水进行打浆后过200目滤布，制得苹果混浊汁；

[0026] (2)按质量份数5称取甘薯粉，加质量份数为30的80℃热水恒温浸泡时间0.5h，然

后按质量份数20加入苹果混浊汁，并与质量份数分别为11、0.2、0.1、0.1的白砂糖、柠檬酸、

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进行混合，充分搅拌溶解，最后加入质量份数为33.6的水；

[0027] (3)混合均匀后送入胶体磨和均质机中进行均质处理，反复进料2‑3次后，于真空

脱气机脱气；

[0028] (4)均质脱气后的料液95‑100℃杀菌15‑30min后，立即趁热灌装密封，121℃杀菌

15‑30min。

[0029] 实施例三

[0030] 1 .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方法，其各组分选用质量份如下：苹

果混浊汁40，黄肉甘薯粉10，白砂糖8，柠檬酸0.15，羧甲基纤维素钠0.15，黄原胶0.15，水

41.55。

[0031] 2.制作步骤：

[0032] (1)黄肉甘薯清洗、去皮后，切成1厘米左右见方的小块，以烤箱烤熟，经热泵干燥

(分两阶段，第一阶段90℃下干燥1h，第二阶段65℃下干燥6h)后以超微粉碎机粉碎后过60

目筛，制得甘薯粉；苹果清洗、去皮后于浓度为0.3％的亚硫酸钠溶液中护色1h，捞出漂洗后

加入与苹果等重量的水进行打浆后过200目滤布，制得苹果混浊汁；

[0033] (2)按质量份数10称取甘薯粉，加质量份数为40的80℃热水恒温浸泡时间0.5h，然

后按质量份数40加入苹果混浊汁，并与质量份数分别为8、0.15、0.15、0.15的白砂糖、柠檬

酸、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进行混合，充分搅拌溶解，最后加入质量份数为1.55的水；

[0034] (3)混合均匀后送入胶体磨和均质机中进行均质处理，反复进料2‑3次后，于真空

脱气机脱气；

[0035] (4)均质脱气后的料液95‑100℃杀菌15‑30min后，立即趁热灌装密封，121℃杀菌

15‑30min。

[0036] 实施例四

[0037] 1 .一种用甘薯粉制作苹果复合混浊汁饮料的方法，其各组分选用质量份如下：苹

果混浊汁40，紫肉甘薯粉10，白砂糖9，柠檬酸0.1，羧甲基纤维素钠0.1，黄原胶0.1，水40.7。

[0038] 2.制作步骤：

[0039] (1)紫肉甘薯清洗、去皮后，切成1厘米左右见方的小块，以烤箱烤熟，经热泵干燥

(分两阶段，第一阶段90℃下干燥1h，第二阶段65℃下干燥6h)后以超微粉碎机粉碎后过60

目筛，制得甘薯粉；苹果清洗、去皮后于浓度为0.3％的亚硫酸钠溶液中护色1h，捞出漂洗后

加入与苹果等重量的水进行打浆后过200目滤布，制得苹果混浊汁；

[0040] (2)按质量份数10称取甘薯粉，加质量份数为40的80℃热水恒温浸泡时间0.5h，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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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质量份数40加入苹果混浊汁，并与质量份数分别为9、0.1、0.1、0.1的白砂糖、柠檬酸、

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进行混合，充分搅拌溶解，最后加入质量份数为0.7的水；

[0041] (3)混合均匀后送入胶体磨和均质机中进行均质处理，反复进料2‑3次后，于真空

脱气机脱气；

[0042] (4)均质脱气后的料液95‑100℃杀菌15‑30min后，立即趁热灌装密封，121℃杀菌

15‑30min。

[0043] 实施例五甘薯粉添加对苹果复合果汁品质的影响的测定

[0044] 1.测定方法

[0045] 总酚含量的测定方法：采用福林酚法；

[0046] ABTS自由基清除活性的测定方法；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0047] 果胶的测定：按NY/T  2016‑2011执行；

[0048] 膳食纤维的测定：按NY/T  1594‑2008执行；

[0049] 上清率的测定：取30mL复合果汁，放入同一规格的50mL离心管中，记录其高度(h)，

于‑4℃恒温下静置48h，观察记录上清液的高度(h1)。

[0050] 上清率(％)＝(h1/h2)×100

[0051]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方法：用95％乙醇溶液，将DPPH配置成0.1mmol/L的DPPH

工作液。取950μLDPPH工作液与50μL待测液混合均匀，在37℃恒温避光放置30min，在517nm

处，测定其吸光度。

[0052] 2.感官评价打分标准

[0053] 表1感官评价打分表

[0054]

[0055] 3.测定结果

[0056] (1)甘薯粉添加对苹果复合果汁稳定性的影响

[0057] 表2甘薯粉添加量对复合果汁*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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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注：在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明样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示未添加糖、

酸等风味剂及增稠剂。

[0060] 由表2数据可以看出，随甘薯粉添加量的增多，复合果汁的上清率逐渐减小，使复

合果汁趋于稳定状态，有利于其稳定性的提高。

[0061] (2)甘薯粉添加对苹果复合果汁感官品质的影响

[0062] 表3黄肉甘薯粉添加量对复合果汁*感官品质的影响

[0063]

[0064] 注：在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明样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示未添加糖、

酸等风味剂及增稠剂。

[0065] 表4紫肉甘薯粉添加量对复合果汁*感官品质的影响

[0066]

[0067] 注：在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明样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示未添加糖、

酸等风味剂及增稠剂。

[0068] 表3和表4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甘薯粉添加量的增加，复合果汁的色泽变得鲜艳亮

泽，苹果香气和甘薯香气浓郁协调，口感变得更为适宜，组织状态均匀、有良好的流动性，稳

定性增强。但当薯粉添加量为12.5％时，复合果汁流动性变差，且有糊口感，整体色泽和香

气变差，因此，以甘薯粉添加量为5‑10％为宜。

[0069] (3)甘薯粉添加对苹果复合果汁生物活性物质含量及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0070] 表5黄肉甘薯粉添加量对复合果汁*生物活性物质含量及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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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0072] 注：在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明样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示未添加糖、

酸等风味剂及增稠剂。

[0073] 表6紫肉甘薯粉添加量对复合果汁*生物活性物质含量及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0074]

[0075] 注：在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明样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示未添加糖、

酸等风味剂及增稠剂。

[0076] 由表5和6的数据可见，添加5‑10％甘薯粉的复合果汁中的总酚、果胶、膳食纤维含

量及对DPPH和ABTS自由基的清除率均显著高于苹果混浊汁，说明复合后起到了提高单一苹

果混浊汁中功效成分含量和抗氧化活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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