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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

备方法，包括由以下重量份数的成分组成：黄豆

30‑35％、燕麦5‑13％、荞麦4‑9％、山楂4‑9％、菊

花2‑8％、决明子2‑8％、荷叶2‑8％、莲子1‑9％、

罗汉果2‑8％、沙棘1‑3％、大枣4‑9％、枸杞子1‑

5％、麦芽糊精10‑14％，本发明具有平肝潜阳、调

节平衡血压、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硬化，用

于肝阳上亢、眩晕头痛、视物昏花等症状；而且在

代餐粉中含有的决明子，可以清肝明目、防止视

力模糊、对降血压、降血脂、减少胆固醇，防治冠

心病、高血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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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由以下重量份数的成分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由以下

重量份数的成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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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由以下

重量份数的成分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由以下

重量份数的成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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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将将黄豆、燕麦、荞麦、山楂、莲子、决明子分别烘烤熟透备用；

步骤二：将大枣、枸杞子、罗汉果、沙棘，菊花和荷叶烘干去水分备用；

步骤三：以上原料分别粉碎过120目，除黄豆以外其余加水浸泡，破壁备用；

步骤四：破壁料加入黄豆，麦芽糊精充分搅拌均匀制成颗粒状，烘干去水分，消毒；

步骤五：分封、消毒和入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大枣需

要将其杂质洗净，并将大枣切片，烘干备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沙棘中

包含沙棘黄酮可以通过清除活性氧自由基起到抗心律失常、抗心肌缺血、缩小心肌梗塞面

积、缓解心绞痛的作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菊花的

制备步骤如下：

步骤一：清花晾晒，先将采收来的花清理一番，去余梗、杂物等，放在凉爽处晾晒，切忌

烈日曝晒或温度急聚变化，影响花质，直到花干瘪为止；

步骤二：上笼：事先做好蒸花盘，可用竹蔑编成，周边斜上，深约5厘米，上缘直径约40厘

米，将已经晒瘪的花放到蒸花盘内，将花蕊向上或向下均匀排列：

步骤三：蒸花：小灶蒸花在铁锅内水烧开后，放入蒸花盘，蒸花时间为4～5分钟，刚出笼

时笼瓣不贴伏，颜色灰白，经风一吹很快就成红褐色；

步骤四：晒干：蒸好的菊花放在竹帘或其它如篮子中摊开曝晒3～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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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代餐粉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养生粥(代餐粉)是根据人们的饮食习惯，中医养生理论，民以食为天，药补不如食

补，治末病研发形成的“功能性食品”；是按人体健康状况需求，根据“一种养生粥冲泡粉专

利项目”持续研发的系列产品。产品含有中药成分百分之八十左右，临床达到有功效的量，

可以代替食品，奶制品，豆制品食用；可以减少药品和食品对人们造成的危害因此亟需一种

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

包括由以下重量份数的成分组成：

[0005]

[0006]

[0007] 优选的，包括由以下重量份数的成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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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0009] 优选的，包括由以下重量份数的成分组成：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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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0012] 优选的，包括由以下重量份数的成分组成：

[0013]

[0014] 优选的，其制备方法如下：

[0015] 步骤一：将将黄豆、燕麦、荞麦、山楂、莲子、决明子分别烘烤熟透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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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步骤二：将大枣、枸杞子、罗汉果、沙棘，菊花和荷叶烘干去水分备用；

[0017] 步骤三：以上原料分别粉碎过120目，除黄豆以外其余加水浸泡，破壁备用；

[0018] 步骤四：破壁料加入黄豆，麦芽糊精充分搅拌均匀制成颗粒状，烘干去水分，消毒；

[0019] 步骤五：分封、消毒和入库。

[0020] 优选的，所述大枣需要将其杂质洗净，并将大枣切片，烘干备用。

[0021] 优选的，所述沙棘中包含沙棘黄酮可以通过清除活性氧自由基起到抗心律失常、

抗心肌缺血、缩小心肌梗塞面积、缓解心绞痛的作用。

[0022] 优选的，所述菊花的制备步骤如下：

[0023] 步骤一：清花晾晒，先将采收来的花清理一番，去余梗、杂物等，放在凉爽处晾晒，

切忌烈日曝晒或温度急聚变化，影响花质，直到花干瘪为止；

[0024] 步骤二：上笼：事先做好蒸花盘，可用竹蔑编成，周边斜上，深约5厘米，上缘直径约

40厘米，将已经晒瘪的花放到蒸花盘内，将花蕊向上或向下均匀排列：

[0025] 步骤三：蒸花：小灶蒸花在铁锅内水烧开后，放入蒸花盘，蒸花时间为4～5分钟，刚

出笼时笼瓣不贴伏，颜色灰白，经风一吹很快就成红褐色；

[0026] 步骤四：晒干：蒸好的菊花放在竹帘或其它如篮子中摊开曝晒3～4天。

[0027]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和优点：具有平肝潜阳、调节平衡血压、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

动脉硬化，用于肝阳上亢、眩晕头痛、视物昏花等症状；而且在代餐粉中含有的决明子，可以

清肝明目、防止视力模糊、对降血压、降血脂、减少胆固醇，防治冠心病、高血压病。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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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9] 本发明提供了所示的一种山菊决明代餐粉及其制备方法，

[0030] 实施例一：包括由以下重量份数的成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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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0032] 其中，山菊决明代餐粉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33] 步骤一：将将黄豆、燕麦、荞麦、山楂、莲子、决明子分别烘烤熟透备用；

[0034] 步骤二：将大枣、枸杞子、罗汉果、沙棘，菊花和荷叶烘干去水分备用；

[0035] 步骤三：以上原料分别粉碎过120目，除黄豆以外其余加水浸泡，破壁备用；

[0036] 步骤四：破壁料加入黄豆，麦芽糊精充分搅拌均匀制成颗粒状，烘干去水分，消毒；

[0037] 步骤五：分封、消毒和入库。

[0038] 优选的，大枣需要将其杂质洗净，并将大枣切片，烘干备用。

[0039] 进一步地，沙棘中包含沙棘黄酮可以通过清除活性氧自由基起到抗心律失常、抗

心肌缺血、缩小心肌梗塞面积、缓解心绞痛的作用。

[0040] 更进一步地，菊花的制备步骤如下：

[0041] 步骤一：清花晾晒，先将采收来的花清理一番，去余梗、杂物等，放在凉爽处晾晒，

切忌烈日曝晒或温度急聚变化，影响花质，直到花干瘪为止；

[0042] 步骤二：上笼：事先做好蒸花盘，可用竹蔑编成，周边斜上，深约5厘米，上缘直径约

40厘米，将已经晒瘪的花放到蒸花盘内，将花蕊向上或向下均匀排列：

[0043] 步骤三：蒸花：小灶蒸花在铁锅内水烧开后，放入蒸花盘，蒸花时间为4～5分钟，刚

出笼时笼瓣不贴伏，颜色灰白，经风一吹很快就成红褐色；

[0044] 步骤四：晒干：蒸好的菊花放在竹帘或其它如篮子中摊开曝晒3～4天。

[0045] 实施例二：包括由以下重量份数的成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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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0048] 其中，山菊决明代餐粉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49] 步骤一：将将黄豆、燕麦、荞麦、山楂、莲子、决明子分别烘烤熟透备用；

[0050] 步骤二：将大枣、枸杞子、罗汉果、沙棘，菊花和荷叶烘干去水分备用；

[0051] 步骤三：以上原料分别粉碎过120目，除黄豆以外其余加水浸泡，破壁备用；

[0052] 步骤四：破壁料加入黄豆，麦芽糊精充分搅拌均匀制成颗粒状，烘干去水分，消毒；

[0053] 步骤五：分封、消毒和入库。

[0054] 优选的，大枣需要将其杂质洗净，并将大枣切片，烘干备用。

[0055] 进一步地，沙棘中包含沙棘黄酮可以通过清除活性氧自由基起到抗心律失常、抗

心肌缺血、缩小心肌梗塞面积、缓解心绞痛的作用。

[0056] 更进一步地，菊花的制备步骤如下：

[0057] 步骤一：清花晾晒，先将采收来的花清理一番，去余梗、杂物等，放在凉爽处晾晒，

切忌烈日曝晒或温度急聚变化，影响花质，直到花干瘪为止；

[0058] 步骤二：上笼：事先做好蒸花盘，可用竹蔑编成，周边斜上，深约5厘米，上缘直径约

40厘米，将已经晒瘪的花放到蒸花盘内，将花蕊向上或向下均匀排列：

[0059] 步骤三：蒸花：小灶蒸花在铁锅内水烧开后，放入蒸花盘，蒸花时间为4～5分钟，刚

出笼时笼瓣不贴伏，颜色灰白，经风一吹很快就成红褐色；

[0060] 步骤四：晒干：蒸好的菊花放在竹帘或其它如篮子中摊开曝晒3～4天。

[0061] 实施例三：包括由以下重量份数的成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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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0064] 其中，山菊决明代餐粉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65] 步骤一：将将黄豆、燕麦、荞麦、山楂、莲子、决明子分别烘烤熟透备用；

[0066] 步骤二：将大枣、枸杞子、罗汉果、沙棘，菊花和荷叶烘干去水分备用；

[0067] 步骤三：以上原料分别粉碎过120目，除黄豆以外其余加水浸泡，破壁备用；

[0068] 步骤四：破壁料加入黄豆，麦芽糊精充分搅拌均匀制成颗粒状，烘干去水分，消毒；

[0069] 步骤五：分封、消毒和入库。

[0070] 优选的，大枣需要将其杂质洗净，并将大枣切片，烘干备用。

[0071] 进一步地，沙棘中包含沙棘黄酮可以通过清除活性氧自由基起到抗心律失常、抗

心肌缺血、缩小心肌梗塞面积、缓解心绞痛的作用。

[0072] 更进一步地，菊花的制备步骤如下：

[0073] 步骤一：清花晾晒，先将采收来的花清理一番，去余梗、杂物等，放在凉爽处晾晒，

切忌烈日曝晒或温度急聚变化，影响花质，直到花干瘪为止；

[0074] 步骤二：上笼：事先做好蒸花盘，可用竹蔑编成，周边斜上，深约5厘米，上缘直径约

40厘米，将已经晒瘪的花放到蒸花盘内，将花蕊向上或向下均匀排列：

[0075] 步骤三：蒸花：小灶蒸花在铁锅内水烧开后，放入蒸花盘，蒸花时间为4～5分钟，刚

出笼时笼瓣不贴伏，颜色灰白，经风一吹很快就成红褐色；

[0076] 步骤四：晒干：蒸好的菊花放在竹帘或其它如篮子中摊开曝晒3～4天。

[0077]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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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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