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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冬季养生汤品及其制备方

法，属于食品保健技术领域。该冬季养生汤品由

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益智仁15-30份，覆盆子

25-35份，桑葚8-16份，当归20-30份，黄精15-28

份，人参8-15份，茯苓12-22份，红枣10-15份，百

合6-12份，枸杞8-16份，红茶8-16份，水适量。该

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包括：(1)清洗；(2)干

燥；(3)粉碎；(4)熟化混合；(5)包装。本发明具有

制备工艺简单，反应条件易控制，可连续生产等

优点，本发明冬季养生汤品具有提高人体免疫

力，补肾温阳、润肠通便，预防感冒等功效，尤其

适合冬季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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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冬季养生汤品，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益智仁15-30份，覆盆子

25-35份，桑葚8-16份，当归20-30份，黄精15-28份，人参8-15份，茯苓12-22份，红枣10-15

份，百合6-12份，枸杞8-16份，红茶8-16份，水适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冬季养生汤品，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益智仁20-25份，覆盆子28-32份，桑葚10-13份，当归24-26份，黄精18-20份，人参10-13份，

茯苓16-19份，红枣11-13份，百合8-10份，枸杞12-14份，红茶12-14份，水适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冬季养生汤品，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益智仁23份，覆盆子29份，桑葚11份，当归25份，黄精19份，人参12份，茯苓17份，红枣12份，

百合9份，枸杞13份，红茶13份，水适量。

4.一种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清洗：按照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冬季养生汤品中的原料配比称取各原料，将益

智仁、覆盆子、桑葚、当归、黄精、人参、茯苓、红枣、百合、枸杞、红茶，于常温下用纯净水洗净

并除杂，备用；

(2)干燥：将除杂后的原料放入干燥机中干燥，干燥后备用；

(3)粉碎：将干燥后的各原料分别使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备用；

(4)熟化混合：将过筛后的原料熟化后充分搅拌均匀后得到汤材料；

(5)包装：将汤材料用可渗透材料包装，制得冬季养生汤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

干燥温度50-66℃，干燥时间1-1.5小时。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过筛的目数为60目。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

搅拌时间为30-60min，转速为400-500r/min。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

所述可渗透材料为纸、纤维布、纱网的任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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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冬季养生汤品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冬季养生汤品及其制备方法，属于食品保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枸杞的性味甘平，中医认为，它能够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和养血、增强人们的免疫

力。对于现代人来说，枸杞最实用的功效就是抗疲劳和降低血压。此外，枸杞能够保肝、降血

糖、软化血管、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水平，对脂肪肝和糖尿病患者具有一定的疗

效。枸杞子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β-胡萝卜素、维生素E、硒及黄酮类等抗氧化物质，有较好

的抗氧化作用。枸杞子可对抗自由基过氧化，减轻自由基过氧化损伤，从而有助于延缓衰

老，延长寿命。常吃枸杞可以美容，枸杞可以提高皮肤吸收氧分的能力，还能起到美白作用。

枸杞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在抗肿瘤治疗中能减轻环磷酰胺的毒副作用，促进造血功能恢复，

升高周围血的白细胞数，对机体产生保护作用。覆盆子中所含的抗氧化剂，能有效地防止自

由基对大脑的损伤，并改善大脑的血液及氧气供应。覆盆子中所含的黄酮类物质，除了具有

抗菌消炎、降低血压及抗过敏等作用外，它们在护肤养颜方面也功效显著。这类物质可以改

善皮肤血液循环，增强皮肤毛细血管弹性，促进皮肤细胞再生，从而发挥美容养颜的功用。

覆盆子中含有一种非常有益于健康的成分一花色素苷，它具有清除自由基、防治癌症发生

之功用。覆盆子对于癌症防治具有重要意义。黄精对肾上腺素引起的血糖过高呈显着抑制

作用。红茶有舒张血管的作用。

[0003] 冬天因气温变化，易发生流感病毒引起的感冒，对于老年人和有脑血管病史的人

群，寒冷的气候会使人的血管收缩，使血压增高或血压不稳定，心脏负担加重，容易发生心

脑血管疾病，因此冬天要特别提防心脑血管疾病。冬天，人体受到冷空气刺激后，胃酸分泌

大量增加，胃肠发生痉挛性收缩，抵抗力随之降低，导致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的发病和原

有演疡病的复发。此外，冬天吃火锅过多，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摄入过多，都能造成胃肠道

功能紊乱，严重者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冬季湿寒，容易引起风湿病，因此，研制出一种专门

针对冬天气候特点能够补肾温阳，祛风除湿，养胃护胃，预防感冒，降血压，美容养颜，并能

长期饮用的养生汤品是本领域技术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冬季养生汤品及其制备方法，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

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发明冬季养生汤品，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益智仁15-30份，覆盆子25-35

份，桑葚8-16份，当归20-30份，黄精15-28份，人参8-15份，茯苓12-22份，红枣10-15份，百合

6-12份，枸杞8-16份，红茶8-16份，水适量。

[0006] 优选地，本发明冬季养生汤品，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益智仁20-25份，覆盆子

28-32份，桑葚10-13份，当归24-26份，黄精18-20份，人参10-13份，茯苓16-19份，红枣11-13

份，百合8-10份，枸杞12-14份，红茶12-14份，水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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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地，本发明冬季养生汤品，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益智仁23份，覆盆子29

份，桑葚11份，当归25份，黄精19份，人参12份，茯苓17份，红枣12份，百合9份，枸杞13份，红

茶13份，水适量。

[0008] 茯苓，味甘、淡，性平。归心、肺、脾、肾经。利水渗湿，健脾，宁心。

[0009] 当归，味甘、辛，性温。归肝、心、脾经。用于血虚萎黄，眩晕心悸，月经不调，经闭痛

经，虚寒腹痛，风湿痹痛，跌扑损伤，痈疽疮疡，肠燥便秘。

[0010] 黄精，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用于脾胃气虚，体倦

乏力，胃阴不足，口干食少，肺虚燥咳，劳嗽咳血，精血不足，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内热消渴。

[0011] 人参，味甘、微苦，性温、平。归脾、肺经、心经。补气，固脱，生津，安神，益智。

[0012] 红枣，味甘性温、归脾胃经，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缓和药性的功能；而现代的药

理学则发现，红枣含有蛋白质、糖类、有机酸、维生素A、维生素C、多种微量钙以及氨基酸等

丰富的营养成份。

[0013] 百合，味甘，性寒。归心、肺经。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燥咳，劳嗽咳血，虚烦

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

[0014] 红茶，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A、钙、磷、镁、钾、咖啡碱、异亮氨酸、亮氨酸、赖氨酸、

谷氨酸、丙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多种营养元素。红茶可以帮助胃肠消化、促进食欲，可利尿、

消除水肿，并强壮心脏功能。红茶中“富含的黄酮类化合物能消除自由基，具有抗酸化作用，

降低心肌梗塞的发病率。

[0015] 枸杞的性味甘平，中医认为，它能够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和养血、增强人们的免疫

力。对于现代人来说，枸杞最实用的功效就是抗疲劳和降低血压。此外，枸杞能够保肝、降血

糖、软化血管、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水平，对脂肪肝和糖尿病患者具有一定的疗

效。

[0016] 覆盆子中所含的黄酮类物质，除了具有抗菌消炎、降低血压及抗过敏等作用外，它

们在护肤养颜方面也身手不凡。这类物质可以改善皮肤血液循环，增强皮肤毛细血管弹性，

促进皮肤细胞再生，从而发挥美容养颜的功用。

[0017] 益智仁含有多种化合物、微量元素及结晶性中性物质等营养成分，对特异性细胞

免疫功能也有促进作用，对阳虚怕冷的病人有明显的强壮和治疗作用。

[0018] 桑葚味甘酸，性微寒，入心、肝、肾经，为滋补强壮、养心益智佳果.具有补血滋阴，

生津止渴，润肠燥等功效。

[0019] 本发明冬季养生汤品各原料组合配制，可以起到补肾温阳，祛风除湿，养胃护胃，

降血压，抗病原微生物和抗病毒等作用，提高人体免疫力，对冬季预防感冒的效果明显。本

发明冬季养生汤品具有抗疲劳、抗氧化、抗衰老，改善皮肤血液循环，美容养颜，清除自由

基，防治癌症的功效，尤其适合寒冷的冬季饮用，且各原料无副作用，可以作为养生汤品长

期饮用。

[002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1)清洗：按照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冬季养生汤品中的原料配比称取各原料，

将益智仁、覆盆子、桑葚、当归、黄精、人参、茯苓、红枣、百合、枸杞、红茶，于常温下用纯净水

洗净并除杂，备用；

[0022] (2)干燥：将除杂后的原料放入干燥机中干燥，干燥后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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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3)粉碎：将干燥后的各原料分别使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筛，备用；

[0024] (4)熟化混合：将过筛后的原料熟化后充分搅拌均匀后得到汤材料；

[0025] (5)包装：将汤材料用可渗透材料包装，制得冬季养生汤品。

[0026] 所述步骤(2)中，干燥温度55-60℃，干燥时间1-1.5小时；

[0027] 所述步骤(3)中，过筛的目数为60目。

[0028] 所述步骤(4)中，搅拌时间为30-60min，转速为400-500r/min。

[0029] 所述步骤(5)中可渗透材料为纸、纤维布、纱网的任一种。

[0030] 本发明所述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工艺简单，反应条件易控制，可连续生产，

生产成本低，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0031] 本发明先将干燥后的各原料粉碎至60目再进行混合得到汤材料，在煲汤或沏泡

时，汤材料中的营养成分更易被释放出来，明显缩短了煲汤或沏泡时间，更适合现在快节奏

的生活。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的实施例在于详细说明本发明，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限制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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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3] 实施例1

[0034] 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1)清洗：称取益智仁23克，覆盆子31克，桑葚11克，当归26克，黄精20克，人参12

克，茯苓18克，红枣11克，百合8克，枸杞10克，红茶10克，于常温下用纯净水洗净并除杂，备

用；

[0036] (2)干燥：将除杂后的原料放入干燥机中干燥，干燥温度58℃，干燥时间1.5小时；

干燥后备用；

[0037] (3)粉碎：将干燥后的各原料分别使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60目筛，备用；

[0038] (4)熟化混合：将过筛后的原料熟化后充分搅拌均匀得到汤材料，搅拌时间为

45min，转速为500r/min；

[0039] (5)包装：将汤材料用纤维布包装，制得冬季养生汤品。

[0040] 实施例2

[0041] 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清洗：称取益智仁16克，覆盆子28克，桑葚10克，当归22克，黄精17克，人参9克，

茯苓12克，红枣11克，百合8克，枸杞10克，红茶10克，于常温下用纯净水洗净并除杂，备用；

[0043] (2)干燥：将除杂后的原料放入干燥机中干燥，干燥温度56℃，干燥时间1小时；干

燥后备用；

[0044] (3)粉碎：将干燥后的各原料分别使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60目筛，备用；

[0045] (4)熟化混合：将过筛后的原料熟化后充分搅拌均匀后得到汤材料，搅拌时间为

35min，转速为400r/min；

[0046] (5)包装：将汤材料用纸包装，制得冬季养生汤品。

[0047]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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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1)清洗：称取益智仁28克，覆盆子33克，桑葚15克，当归28克，黄精26克，人参13

克，茯苓20克，红枣14克，百合11克，枸杞14克，红茶14克，于常温下用纯净水洗净并除杂，备

用；

[0050] (2)干燥：将除杂后的原料放入干燥机中干燥，干燥温度60℃，干燥时间1小时；干

燥后备用；

[0051] (3)粉碎：将干燥后的各原料分别使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60目筛，备用；

[0052] (4)熟化混合：将过筛后的原料熟化后充分搅拌均匀得到汤材料，搅拌时间为

55min，转速为450r/min；

[0053] (5)包装：将汤材料用纱网包装，制得冬季养生汤品。

[0054] 实施例4

[0055] 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6] (1)清洗：称取益智仁23克，覆盆子29克，桑葚11克，当归25克，黄精19克，人参12

克，茯苓17克，红枣12克，百合9克，枸杞13克，红茶13克，于常温下用纯净水洗净并除杂，备

用；

[0057] (2)干燥：将除杂后的原料放入干燥机中干燥，干燥温度55℃，干燥时间1小时；干

燥后备用；

[0058] (3)粉碎：将干燥后的各原料分别使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60目筛，备用；

[0059] (4)熟化混合：将过筛后的原料熟化后充分搅拌均匀到汤材料，搅拌时间为40min，

转速为450r/min；

[0060] (5)包装：将汤材料用纱网包装，制得冬季养生汤品。

[0061] 对比例1

[0062] 冬季养生汤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1)清洗：称取当归25克，黄精19克，人参12克，茯苓17克，红枣12克，百合9克，枸杞

13克，红茶13克，于常温下用纯净水洗净并除杂，备用；

[0064] (2)干燥：将除杂后的原料放入干燥机中干燥，干燥温度55℃，干燥时间1小时；干

燥后备用；

[0065] (3)粉碎：将干燥后的各原料分别使用粉碎机进行粉碎，过60目筛，备用；

[0066] (4)熟化混合：将过筛后的原料熟化后充分搅拌均匀到汤材料，搅拌时间为40min，

转速为450r/min；

[0067] (5)包装：将汤材料用纱网包装，制得冬季养生汤品。

[0068] 对比例1与实施例4相比较，只有配方中缺少了益智仁、覆盆子、桑葚，制备方法与

实施例4完全一样。

[0069] 性能检测：

[0070] 将本发明实施例1-4及对比例1所制备的冬季养生汤品以500ml水浸泡5分钟，浸出

液取样，分别按国标进行含量检测，检测项目及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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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0072] 试验例1

[0073] 挑选年龄在18-50岁性别不限地域不限的志愿者600名，分为6组，每组100人。将实

施例1-4中的汤材料浸泡5分钟得养生汤品，第1组饮用实施例1，第2组饮用实施例2，第3组

饮用实施例3，第4组饮用实施例4，第5组不饮用本发明冬季养生汤品作为空白对照组，第6

组饮用对比例1。每天中餐和晚餐均饮用200ml本发明冬季养生汤品，从3月份到5月份连续

饮用三个月，其它饮食与平时习惯一致，记录发生感冒情况。根据症状的出现情况，记录感

冒出现0次、1次、2次及以上的人数。结果列于表1中。

[0074] 表1 受试者发生感冒的情况统计表

[0075]

[0076]

[0077] 从测试结果中可以看出，志愿者从11月-第二年1月连续饮用三个月的实施例1-4

所得的冬季养生汤品，在极易发生感冒的冬天，饮用实施例1-4的人群明显减少了感冒发生

的次数，尤其实施例4得到的冬季养生汤品效果最佳。

[0078] 从对比例和实施例4的测试结果对比可以看出，对比例预防感冒效果远不如实施

例4的效果，缺少其中几种原料导致汤品预防感冒的效果不明显，因此本发明冬季汤品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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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组合是特定的，在本发明配方中是不可缺少的。

[0079] 试验例2

[0080] 将本发明实施例1-4和对比例1所制备的冬季养生汤品分别派发给五组志愿者，每

组志愿者20人，年龄分布在40-65周岁，平均年龄50周岁，无消化系统疾病，无药物过敏史，

无不良嗜好，但均患有风湿骨痛，将实施例1-4和对比例1中的汤材料浸泡5分钟得养生汤

品，志愿者每天饮用冬季养生汤品3-5杯(500ml/杯)，志愿者从11月-第二年1月连续饮用三

个月的实施例1-4及对比例1所得的冬季养生汤品，三个月后风湿病症状改善的的分别为18

人、19人、19人、19人、13人，说明本发明的冬季养生汤品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补肾温阳，祛

风除湿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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