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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桂子油果冻及其制备方

法，涉及食品技术领域。该桂子油果冻包括如下

重量份的原料：水100～120份、胶粉10～12份、桂

子油1～3份、调味剂1～3份和养胃消脂组分3～8

份，所述胶粉包括果冻粉和白凉粉。本发明还提

出一种桂子油果冻的制备方法。本发明的优点在

于，此桂子油果冻具有清热去火、养胃生津和入

口即化的特点，该制备方法简单易操作，无需使

用大型设备等，便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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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桂子油果冻，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水100～120份、胶粉10～12

份、桂子油1～3份、调味剂1～3份和养胃消脂组分3～8份，所述胶粉包括果冻粉和白凉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桂子油果冻，其特征在于，所述养胃消脂组分包括冬寒菜、苦

瓜、冬瓜、铁皮石斛和山药中的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桂子油果冻，其特征在于，所述果冻粉和白凉粉的重量比为

(0.8～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桂子油果冻，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味剂包括甜味剂和水果粉，

所述甜味剂与所述水果粉的重量比为1:(5～10)，所述水果粉包括蓝莓粉、火龙果粉、菠萝

粉和芒果粉中的一种或多种。

5.一种如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桂子油果冻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将养胃消脂组分分别磨碎后加水煎煮，将煎煮后的液体浓缩后收集浸膏，混合，得

到混合物一；将调味剂溶于水得到混合物二；将肉桂加入水中熬煮，熬制后去除肉桂得到桂

子油；将混合物一和混合物二混合，加入胶粉和桂子油，混合煮沸，冷却灭菌，得到所述桂子

油果冻。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煎煮时的固液比为1：(4～8)。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煎煮的时间为1.5～2.5h。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浸膏的相对密度为1.13～1.2。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煮沸的时间为3～8min。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熬煮的时间为25～35min，所述

熬制时的料液比为1:10，所述熬煮的温度为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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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桂子油果冻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桂子油果冻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果冻为市场非常常见的一种食品，深受各年龄段的人喜爱。传统的果冻制备方法，

一般是加上果汁和果肉、水、糖、增稠剂及香精，经调配杀菌制作而成。

[0003]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果冻的口味追求也越

来越多样化，比如近年来出现一些添加了牛奶、巧克力等各式样的果冻，但具有药膳功能的

果冻还极其少见，在人们的传统认知里，果冻就是一些小零食，可以偶尔吃一吃，但是吃多

了肯定对健康无益。因此，虽然果冻能适用于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食用，但真正食用较多的还

是青少年和儿童，对于成年人或者老年人而言，食用较少。

[0004] 因此，急需研发一种具有药膳功能的果冻，使其对于各年龄阶段的人都适用，在食

用的过程中达到调整身体机能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桂子油果冻，此桂子油果冻具有清热去火、养胃生津，

入口即化的特点。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桂子油果冻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简单易操

作，无需使用大型设备等，便于推广。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8] 一方面，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桂子油果冻，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水100～120

份、胶粉10～12份、桂子油1～3份、调味剂1～3份和养胃消脂组分3～8份，所述胶粉包括果

冻粉和白凉粉。

[0009] 另一方面，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前述的桂子油果冻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将养胃消脂组分分别磨碎后加水煎煮，将煎煮后的液体浓缩后收集浸膏，混合，得到混合物

一；将调味剂溶于水得到混合物二；将肉桂加入水中熬煮，熬制后去除肉桂得到桂子油；将

混合物一和混合物二混合，加入胶粉和桂子油，混合煮沸，冷却灭菌，得到所述桂子油果冻。

[0010] 综上，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实施例至少具有如下优点或有益效果：

[0011] 本发明提供的的桂子油果冻，加入了一定量的白凉粉，白凉粉以植物凉粉胶等原

料制成，成型后嫩滑、晶莹透澈、清爽可口，在果冻粉中加入一定量的白凉粉，降低了原有果

冻粉成型后的硬度，使其更滑爽滑，入口即化，在不小心一口吸入时，不至于被噎住发生生

命危险。同时，该桂子油果冻添加一定量的桂子油，暖脾胃，除积冷，通血脉，再以养胃消脂

组分调理使用者的肠胃，避免积食不畅，同时也能降低体内脂肪的堆积，避免过多食用导致

肥胖。

[0012] 此外，本发明提供的制备方法，通过将各原料分类预处理后再混合，充分提取各成

分中的有益营养物质，使得制备的桂子油果冻营养价值更高。同时，该制备方法制备过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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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无需大型设备，制作成本低，便于推广。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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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4]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桂子油果冻，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水100～120份、胶粉

10～12份、桂子油1～3份、调味剂1～3份和养胃消脂组分3～8份，所述胶粉包括果冻粉和白

凉粉。传统的果冻多采用明胶制备，明胶是由动物皮肤、骨和肌膜等结缔组织中的胶原部分

降解而成为白色或淡黄色、半透明、微带光泽的薄片或粉粒，是一种无色无味，无挥发性、透

明坚硬的非晶体物质，可溶于热水，不溶于冷水，但可以缓慢吸水膨胀软化，明胶可吸收相

当于其自身重量5‑10倍的水。明胶的成型效果好，制备出来的果冻晶莹剔透，但在日常生活

中，很多喜爱吃果冻的小孩子或者老年人，容易一口吸入被噎住，从而发生危险。因此，本发

明加入了一定量的白凉粉，白凉粉以植物凉粉胶等原料制成，成型后嫩滑、晶莹透澈、清爽

可口，在果冻粉中加入一定量的白凉粉，降低了果冻的硬度，使其更滑爽滑，入口即化，在不

小心一口吸入时，不至于被噎住发生生命危险。同时，该桂子油果冻中添加一定量的桂子

油，能提到暖脾胃、除积冷和通血脉的功能，再以养胃消脂组分调理使用者的肠胃，避免积

食不畅，同时也能降低体内脂肪的堆积，避免过多食用导致肥胖。

[0015]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上述桂子油果冻，所述养胃消脂组分包括冬寒菜、苦

瓜、冬瓜、铁皮石斛和山药中的一种或多种。本发明通过增加冬寒菜、苦瓜、冬瓜、铁皮石斛

和山药等，其中的有益成分进入人体内后，在胃蛋白酶、胰酶和肠酶等消化酶的作用下，能

够促进前述消化酶对果冻中甜味剂、胶粉等的分解吸收和代谢，避免过多的糖分转化为脂

肪在体内的堆积，减少发胖，对于儿童、老年人的身体都极为有利，同时，由于增加了一定量

的养胃消脂组分，该桂子油果冻的成型能力下降，但可以维持其形状，不至于在运输过程中

形状即被破坏，进一步提升了入口即化的效果。

[0016] 冬寒菜：具有清热、舒水、滑肠的功效。能够治疗肺热咳嗽，热毒下痢、黄疽、二便不

通、丹毒等病症，是人们经常食用的一种蔬菜。除了具有清热润燥功能，每100克新鲜冬寒菜

含水分90克，蛋白质3.1克，脂肪0.5克，碳水化合物3.4克，钙315毫克，磷56毫克，铁2.2毫

克，胡萝卜素8.98毫克，维生素D  0.13毫克，B2  0.3毫克，尼克酸2毫克，维生素C  55毫克，因

此，冬寒菜还能为食用者提供大量的蛋白质、钙和维生素等，能够改变传统果冻属于零食的

定位，为食用者提供丰富的营养。

[0017] 苦瓜：具有养颜嫩肤，疏肝降噪，解暑散热的功能。同时，苦瓜还具有降血糖的功

能，主要是其中的苦瓜粗提取物含类似胰岛素物质起作用。此外，苦瓜还具有养血滋肝的功

能，苦瓜味苦，生则性寒，熟则性温。生食清暑泻火，解热除烦；熟食养血滋肝，润脾补肾，能

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益气壮阳。

[0018] 冬瓜：味甘、性寒，有消暑止渴、清热化痰、利尿消肿的功效。冬瓜含钠量较低，对动

脉硬化症、肝硬化腹水、冠心病、高血压、肾炎、水肿膨胀等疾病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在

桂子油果冻中添加冬瓜，有利于避免糖分等在体内转变为脂肪堆积，造成肥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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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肉桂：是一种樟科，樟属中等大乔木。其具有补元阳，暖脾胃，除积冷，通血脉的功

能，能调理食用者的胃肠道功能，避免过多食用果冻增加胃肠道负担。

[0020] 山药：山药块茎富含淀粉，可供蔬食；入药能补脾胃亏损，治气虚衰弱、消化不良、

遗精、遗尿及无名肿毒等。加入桂子油果冻中，即可以补脾胃亏损，还可以增加桂子油果冻

的固含量，使得胶粉分子之间的结合力降低，便于桂子油果冻入口即化。

[0021] 铁皮石斛：具有生津养胃、滋阴清热、润肺益肾和明目强腰的功能，提升该桂子油

果冻的保健功能。

[0022]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上述桂子油果冻，所述果冻粉和白凉粉的重量比为

(0.8～2)：1。果冻粉和白凉粉的适宜配比能够为该桂子油果冻提供一定的粘结力适宜的胶

体，在其他物料的辅助下，可以保证该桂子油果冻入口即化。

[0023]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上述桂子油果冻，所述调味剂包括甜味剂和水果粉，所

述甜味剂与所述水果粉的重量比为1:(5～10)，所述水果粉包括蓝莓粉、火龙果粉、菠萝粉

和芒果粉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4] 另一方面，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前述的桂子油果冻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将养胃消脂组分分别磨碎后加水煎煮，将煎煮后的液体浓缩后收集浸膏，混合，得到混合物

一；将调味剂溶于水得到混合物二；将肉桂加入水中熬煮，熬制后去除肉桂得到桂子油；将

混合物一和混合物二混合，加入胶粉和桂子油，混合煮沸，冷却灭菌，得到所述桂子油果冻。

[0025]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上述制备方法，所述煎煮时的固液比为1：(4～8)。

[0026]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上述制备方法，所述煎煮的时间为1.5～2.5h。

[0027]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上述制备方法，所述浸膏的相对密度为1.13～1.2。

[0028]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上述制备方法，所述煮沸的时间为3～8min。

[0029]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上述制备方法，所述熬煮的时间为25～35min，所述熬

制时的料液比为1:10，所述熬煮的温度为85～95℃。

[0030]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特征和性能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1] 实施例1

[0032] 本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桂子油果冻，主要通过如下操作步骤制备而成：

[0033] 1、将新鲜的冬寒菜去除杂质、根茎和泥沙等，洗净后晾干，得到洗净后冬寒菜；再

将1.5g洗净后冬寒菜低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4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1.5h，

煎煮完成后去除浮沫，再用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冬寒菜煎煮液；

[0034] 将冬瓜去皮、去瓤和子，洗净后切块，晾干得到洗净后冬瓜；再将1.5g洗净后冬瓜

低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4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1.5h，煎煮完成后去除浮沫，

再用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冬瓜煎煮液；

[0035] 将冬寒菜煎煮液和冬瓜煎煮液浓缩至1.13，收集浸膏；

[0036] 2、将调味剂中的水果粉溶于水，再加入甜味剂，甜味剂与水果粉的质量比为1:5，

低速搅拌混匀，得到混合物二；其中水果粉为蓝莓粉，新鲜蓝莓经去杂洗净后晾干表面水

分，再经低温干燥，粉碎成200目左右的粉末，即为前述蓝莓粉；

[0037] 3、将肉桂装在布袋中，按料液比1:10加入水中，大火烧开后，于85～95℃熬煮

25min，一边熬煮一边搅拌，熬制完成后去除肉桂得到桂子油；

[0038] 4、将混合物一和混合物二混合，先加入水100g，再加入10g胶粉(果冻粉与白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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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比为0.8：1)和1g桂子油，混合煮沸3min，导入成具中成型，冷却灭菌，得到所述桂子

油果冻。

[0039] 实施例2

[0040] 本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桂子油果冻，主要通过如下操作步骤制备而成：

[0041] 1、将新鲜的冬寒菜去除杂质、根茎和泥沙等，洗净后晾干，得到洗净后冬寒菜；再

将1.5g洗净后冬寒菜低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8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2.5h，

煎煮完成后去除浮沫，再用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冬寒菜煎煮液；

[0042] 将苦瓜去皮、去瓤和子，洗净后切块，晾干得到洗净后苦瓜；再将1.5g洗净后苦瓜

低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8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2.5h，煎煮完成后去除浮沫，

再用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苦瓜煎煮液；

[0043] 将新鲜的铁皮石斛去除杂质和泥沙等，洗净后晾干，得到洗净后铁皮石斛；再将1g

洗净后铁皮石斛低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8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2.5h，煎煮

完成后去除浮沫，再用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铁皮石斛煎煮液；

[0044] 将冬寒菜煎煮液和冬瓜煎煮液浓缩至1.18，收集浸膏；

[0045] 2、将调味剂中的水果粉溶于水，再加入甜味剂，甜味剂与水果粉的质量比为1:7，

低速搅拌混匀，得到混合物二；其中水果粉为火龙果粉，新鲜火龙果经去杂洗净后晾干表面

水分，再经低温干燥，粉碎成200目左右的粉末，即为前述火龙果粉；

[0046] 3、将肉桂装在布袋中，按料液比1:10加入水中，大火烧开后，于85～95℃熬煮

30min，一边熬煮一边搅拌，熬制完成后去除肉桂得到桂子油；

[0047] 4、将混合物一和混合物二混合，先加入水100g，再加入11g胶粉(果冻粉与白凉粉

的质量比为2：1)和3g桂子油，混合煮沸5min，导入成具中成型，冷却灭菌，得到所述桂子油

果冻。

[0048] 实施例3

[0049] 本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桂子油果冻，主要通过如下操作步骤制备而成：

[0050] 1、将新鲜的冬寒菜去除杂质、根茎和泥沙等，洗净后晾干，得到洗净后冬寒菜；再

将1g洗净后冬寒菜低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6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2h，煎煮

完成后去除浮沫，再用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冬寒菜煎煮液；

[0051] 将新鲜的铁皮石斛去除杂质和泥沙等，洗净后晾干，得到洗净后铁皮石斛；再将2g

洗净后铁皮石斛低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6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2h，煎煮完

成后去除浮沫，再用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铁皮石斛煎煮液；

[0052] 将山药去皮洗净后切块，晾干得到洗净后山药；再将2g洗净后山药低温粉碎为粉

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6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2h，煎煮完成后去除浮沫，再用200目的滤

网过滤，得到山药煎煮液；

[0053] 将冬寒菜煎煮液、铁皮石斛煎煮液和山药煎煮液浓缩至1.15，收集浸膏；

[0054] 2、将调味剂中的水果粉溶于水，再加入甜味剂，甜味剂与水果粉的质量比为1:6，

低速搅拌混匀，得到混合物二；其中水果粉为菠萝粉，新鲜菠萝经去杂洗净后晾干表面水

分，再经低温干燥，粉碎成200目左右的粉末，即为前述菠萝粉；

[0055] 3、将肉桂装在布袋中，按料液比1:10加入水中，大火烧开后，于85～95℃熬煮

30min，一边熬煮一边搅拌，熬制完成后去除肉桂得到桂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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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4、将混合物一和混合物二混合，先加入水100g，再加入12g胶粉(果冻粉与白凉粉

的质量比为1：1)和2g桂子油，混合煮沸8min，导入成具中成型，冷却灭菌，得到所述桂子油

果冻。

[0057] 实施例4

[0058] 本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桂子油果冻，主要通过如下操作步骤制备而成：

[0059] 1、将新鲜的铁皮石斛去除杂质和泥沙等，洗净后晾干，得到洗净后铁皮石斛；再将

3g洗净后铁皮石斛低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5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1.5h，煎

煮完成后去除浮沫，再用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铁皮石斛煎煮液；

[0060] 将冬瓜去皮、去瓤和子，洗净后切块，晾干得到洗净后冬瓜；再将3g洗净后冬瓜低

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5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1.5h，煎煮完成后去除浮沫，再

用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冬瓜煎煮液；

[0061] 将铁皮石斛煎煮液和冬瓜煎煮液浓缩至1.2，收集浸膏；

[0062] 2、将调味剂中的水果粉溶于水，再加入甜味剂，甜味剂与水果粉的质量比为1:8，

低速搅拌混匀，得到混合物二；其中水果粉为芒果粉，新鲜芒果经去杂洗净后晾干表面水

分，再经低温干燥，粉碎成200目左右的粉末，即为前述芒果粉；

[0063] 3、将肉桂装在布袋中，按料液比1:10加入水中，大火烧开后，于85～95℃熬煮

35min  h，一边熬煮一边搅拌，熬制完成后去除肉桂得到桂子油；

[0064] 4、将混合物一和混合物二混合，先加入水100g，再加入11g胶粉(果冻粉与白凉粉

的质量比为1.2：1)和1.5g桂子油，混合煮沸3min，导入成具中成型，冷却灭菌，得到所述桂

子油果冻。

[0065] 实施例5

[0066] 本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桂子油果冻，主要通过如下操作步骤制备而成：

[0067] 1、将新鲜的铁皮石斛去除杂质和泥沙等，洗净后晾干，得到洗净后铁皮石斛；再将

4g洗净后铁皮石斛低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7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2h，煎煮

完成后去除浮沫，再用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铁皮石斛煎煮液；

[0068] 将苦瓜去皮、去瓤和子，洗净后切块，晾干得到洗净后苦瓜；再将3g洗净后苦瓜低

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7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2h，煎煮完成后去除浮沫，再用

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苦瓜煎煮液；

[0069] 将铁皮石斛煎煮液和苦瓜煎煮液浓缩至1.15，收集浸膏；

[0070] 2、将调味剂中的水果粉溶于水，再加入甜味剂，甜味剂与水果粉的质量比为1:10，

低速搅拌混匀，得到混合物二；其中水果粉为蓝莓粉，新鲜蓝莓经去杂洗净后晾干表面水

分，再经低温干燥，粉碎成200目左右的粉末，即为前述蓝莓粉；

[0071] 3、将肉桂装在布袋中，按料液比1:10加入水中，大火烧开后，于85～95℃熬煮

25min  h，一边熬煮一边搅拌，熬制完成后去除肉桂得到桂子油；

[0072] 4、将混合物一和混合物二混合，先加入水100g，再加入12g胶粉(果冻粉与白凉粉

的质量比为1.5：1)和1g桂子油，混合煮沸5min，导入成具中成型，冷却灭菌，得到所述桂子

油果冻。

[0073] 实施例6

[0074] 本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桂子油果冻，主要通过如下操作步骤制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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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1、将新鲜的铁皮石斛去除杂质和泥沙等，洗净后晾干，得到洗净后铁皮石斛；再将

3.5g洗净后铁皮石斛低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6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2.5h，

煎煮完成后去除浮沫，再用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铁皮石斛煎煮液；

[0076] 将苦瓜去皮、去瓤和子，洗净后切块，晾干得到洗净后苦瓜；再将1.5g洗净后苦瓜

低温粉碎为粉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6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2.5h，煎煮完成后去除浮沫，

再用200目的滤网过滤，得到苦瓜煎煮液；

[0077] 将山药去皮洗净后切块，晾干得到洗净后山药；再将3g洗净后山药低温粉碎为粉

末，再将粉末与水按照1:6加水煎煮，煎煮时间为2.5h，煎煮完成后去除浮沫，再用200目的

滤网过滤，得到山药煎煮液；

[0078] 将铁皮石斛煎煮液、苦瓜煎煮液和山药煎煮液浓缩至1.15，收集浸膏；

[0079] 2、将调味剂中的水果粉溶于水，再加入甜味剂，甜味剂与水果粉的质量比为1:9，

低速搅拌混匀，得到混合物二；其中水果粉为火龙果粉，新鲜火龙果经去杂洗净后晾干表面

水分，再经低温干燥，粉碎成200目左右的粉末，即为前述火龙果粉；

[0080] 3、将肉桂装在布袋中，按料液比1:10加入水中，大火烧开后，于85～95℃熬煮

30min，一边熬煮一边搅拌，熬制完成后去除肉桂得到桂子油；

[0081] 4、将混合物一和混合物二混合，先加入水100g，再加入11g胶粉(果冻粉与白凉粉

的质量比为1.8：1)和1g桂子油，混合煮沸5min，导入成具中成型，冷却灭菌，得到所述桂子

油果冻。

[0082] 本发明所用的果冻粉包括如下：刺槐豆胶、卡拉胶、魔芋胶、明胶、优酪果冻粉、透

明果冻粉、果冻条粉、慕司果冻粉、吸吸冻粉、布丁粉和果肉果冻粉中的一种多种。此外，视

保存期限而定，可加入一定量的防腐剂以便增加保存时间，也可向其中加入0.04～0.06％

的陈艾水，以便延长保质期限。陈艾水熬煮方法与常规相同。

[0083] 效果例

[0084] 一、含菌性检测

[0085] 对实施例1～6提供的桂子油果冻进行含菌量检测，检测结果表明其符合检测标

准。

[0086] 二、抗压检测

[0087] 使用相同的压力对桂子油果冻进行压力测试。实施例1～6提供的桂子油果冻为试

验例，以随机购买的三种果冻(形状与实施例1～6提供的桂子油果冻基本相同)作为对照

例，结果表明，本发明实施例1～6提供的桂子油果冻的耐压性能低于随机购买的三种果冻，

可做到入口即化。

[0088] 三、口感测试

[0089] 1、征集志愿者

[0090] 入组标准：味觉正常，无食道方面疾病，且对本发明所提供的桂子油果冻中原料无

过敏史，年龄在18～50岁之间，且无其他基础性疾病。

[0091] 按照前述标准随机征集不同地方的志愿者180名，随机均分为9组。编号为1～9，其

中1～6组食用本发明实施例1～6提供的桂子油果冻，7～9组食用市面上随机购买的三种不

同的果冻。随机购买的果冻与实施例1～6提供的果冻形状基本相同。

[0092] 2、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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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结果表明，实施例1～6提供的桂子油果冻香甜可口，具有一定的水果香味，可以达

到入口即化，没有出现需要明显咀嚼的情况，但随机购买的三种果冻需要咀嚼才能破碎为

小块。在小孩使用的过程中容易发生危险。

[0094]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的提供的桂子油果冻具有如下优点：

[0095] 效果一，本发明加入了一定量的白凉粉，白凉粉以植物凉粉胶等原料制成，成型后

嫩滑、晶莹透澈、清爽可口，在果冻粉中加入一定量的白凉粉，降低了果冻的硬度，使其更滑

爽滑，入口即化，在不小心一口吸入时，不至于被噎住发生生命危险。同时，该桂子油果冻中

添加一定量的桂子油，能提到暖脾胃、除积冷和通血脉的功能，再以养胃消脂组分调理使用

者的肠胃，避免积食不畅，同时也能降低体内脂肪的堆积，避免过多食用导致肥胖。

[0096] 效果二，本发明提供的桂子油果冻通过增加冬寒菜、苦瓜、冬瓜、铁皮石斛和山药

等，其中的有益成分进入人体内后，在胃蛋白酶、胰酶和肠酶等消化酶的作用下，能够促进

前述消化酶对果冻中甜味剂、胶粉等的分解吸收和代谢，避免过多的糖分转化为脂肪在体

内的堆积，减少发胖，对于儿童、老年人的身体都极为有利，同时，由于增加了一定量的养胃

消脂组分，该桂子油果冻的成型能力下降，但可以维持其形状，不至于在运输过程中形状即

被破坏，进一步提升了入口即化的效果。

[0097] 效果三，本发明提供的桂子油果冻通过在果冻粉中加入一定量的果冻粉和白凉粉

的适宜配比能够为该桂子油果冻提供一定的粘结力适宜的胶体，在其他物料的辅助下，可

以保证该桂子油果冻入口即化。

[0098] 以上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本发明的实

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

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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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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