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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果脯食品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

一种低糖芒果果脯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的低糖

芒果果脯包括下列重量份的原料组分：芒果30-

40份、雪莲果浓缩液12-18份、木瓜浓缩液10-15

份、硬化护色液25-35份、糖液15-20份和填充剂

10-15份；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原料的

选取；(2)原料处理；(3)护色硬化；(4)预干燥；

(5)浓缩液浸泡；(6)糖渍；(7)烘干；(8)真空包

装。本发明的低糖芒果果脯具有好的色泽、组织

形态、滋味和气味，感官效果好，同时，其制备方

法易于操作，可有效提升所制得芒果果脯的感官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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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糖芒果果脯，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重量份的原料组分：芒果30-40份、雪莲果

浓缩液12-18份、木瓜浓缩液10-15份、硬化护色液25-35份、糖液15-20份和填充剂10-15份；

其中，所述硬化护色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氯化钠1.0-1 .3％、柠檬酸0.1-

0.3％、氯化钙0.3-0.6％、乳酸钙0.2-0.4％和余量无菌水；

所述糖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蔗糖12-18％、海藻糖8-10％、果葡萄糖浆5-

8％、淀粉糖浆3-7％、山梨醇1-3％和余量无菌水；

所述填充剂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魔芋胶0.8-1 .3％、海藻酸钠0.5-1％、明胶

0.3-0.7％和余量无菌水；

上述一种低糖芒果果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原料的选取：选取无病虫害、无机械挫伤、为3-4成熟的新鲜芒果作为本发明的芒果

原料，并按重量份称取；

(2)原料处理：将称取好的芒果洗净、去皮、去核后切片，得芒果片；

(3)护色硬化：将芒果片浸入硬化护色液中浸泡1.5-2h后，混合放入超声波振荡仪中处

理7-10min，捞出，用无菌水充分漂洗干净；

(4)预干燥：采用温度为60-65℃的热风对硬化护色处理后的芒果片进行干燥至芒果片

的含水量为75-78％；

(5)浓缩液浸泡：按重量份计，分别称取雪莲果浓缩液和木瓜浓缩液并将两者混合至均

匀，得混合浓缩液；将预干燥后的芒果片浸入上述混合浓缩液中拌匀后，于38-40℃下采用

超声波辅助处理30-40min，捞出芒果片；

所述超声波辅助处理采用低功率-高功率-中等功率的分段处理方式，所述低功率为

100-105W、所述高功率为230-250W、所述中等功率为145-155W；

(6)糖渍：将浓缩浸泡后的芒果片浸入糖液中，于0.057-0.06MPa的真空度下真空处理

60-80min后，继续浸泡30-40min，然后加入重量份为所称取重量份一半的填充剂，搅拌均

匀，继续浸泡30-40min，捞出；

(7)烘干：将糖渍后的芒果片放入鼓风干燥箱中，于55℃下干燥2.5h后取出；将取出的

芒果片浸入剩余的填充剂中浸泡2-3min后捞出，又放入鼓风干燥箱中，于68℃下干燥1.5h

后，调节鼓风干燥箱温度为48℃，继续干燥3h，得芒果果脯；

(8)真空包装：在无菌条件下，将所述芒果果脯真空包装，即可得到本发明的低糖芒果

果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低糖芒果果脯，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重量份的原料组分：：

芒果36份、雪莲果浓缩液15份、木瓜浓缩液13份、硬化护色液29份、糖液18份和填充剂13份；

其中，所述硬化护色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氯化钠1.2％、柠檬酸0.2％、氯化

钙0.4％、乳酸钙0.3％和余量无菌水；

所述糖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蔗糖16％、海藻糖9％、果葡萄糖浆6、淀粉糖浆

4％、山梨醇2％和余量无菌水；

所述填充剂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魔芋胶1.1％、海藻酸钠0.7％、明胶0.5％和

余量无菌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低糖芒果果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超

声波振荡仪的功率为210-215W。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7683945 B

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低糖芒果果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中，所述芒

果果脯的含水量为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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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糖芒果果脯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果脯食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低糖芒果果脯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芒果属于热带、亚热带的水果，原产于印度，我国芒果产地主要在南方，例如广东、

广西、福建、云南等区域。芒果果肉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C、糖类、蛋白质及钙、磷、铁等成分，

不仅具有风味特别、鲜嫩细腻、营养价值高的特点，而且还具有许多药用保健功效，例如具

备止呕、止晕、增加肠胃蠕动、防止高血压、去咳止痰、预防动脉硬化等功效。

[0003] 由于产地的限制，芒果多在运输途中变质腐烂，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将芒

果制备成易于运输、加工、保存的芒果果酱、芒果果脯、芒果饼芒果粉、芒果酒等系列产品，

对于芒果的经济价值的提升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传统芒果果脯的含糖量比较高，多达

65％以上，易导致消费者患肥胖症、高血压、高血糖等病症，不符合消费者的健康需求。

[0004] 虽然现在也有很多关于低糖芒果果脯的研究与报道，但是现有的低糖芒果果脯通

常存在产品外形不好、滋味差、气味不好等感官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在于：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低糖芒果果脯及其制备

方法。本发明的低糖芒果果脯具有好的色泽、组织形态、滋味和气味，感官效果好，同时，其

制备方法易于操作，可有效提升所制得芒果果脯的感官效果。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低糖芒果果脯，包括下列重量份的原料组分：芒果30-40份、雪莲果浓缩液12-

18份、木瓜浓缩液10-15份、硬化护色液25-35份、糖液15-20份和填充剂10-15份；

[0008] 其中，所述硬化护色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氯化钠1.0-1 .3％、柠檬酸

0.1-0.3％、氯化钙0.3-0.6％、乳酸钙0.2-0.4％和余量无菌水；

[0009] 所述糖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蔗糖12-18％、海藻糖8-10％、果葡萄糖浆

5-8％、淀粉糖浆3-7％、山梨醇1-3％和余量无菌水；

[0010] 所述填充剂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魔芋胶0.8-1 .3％、海藻酸钠0.5-1％、

明胶0.3-0.7％和余量无菌水。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一种低糖芒果果脯，包括下列重量份的原料组分：芒果36份、雪莲

果浓缩液15份、木瓜浓缩液13份、硬化护色液29份、糖液18份和填充剂13份；

[0012] 其中，所述硬化护色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氯化钠1.2％、柠檬酸0.2％、

氯化钙0.4％、乳酸钙0.3％和余量无菌水；

[0013] 所述糖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蔗糖16％、海藻糖9％、果葡萄糖浆6、淀粉

糖浆4％、山梨醇2％和余量无菌水；

[0014] 所述填充剂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魔芋胶1.1％、海藻酸钠0.7％、明胶

0.5％和余量无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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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的，所述一种低糖芒果果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1)原料的选取：选取无病虫害、无机械挫伤、为3-4成熟的新鲜芒果作为本发明的

芒果原料，并按重量份称取；

[0017] (2)原料处理：将称取好的芒果洗净、去皮、去核后切片，得芒果片；

[0018] (3)护色硬化：将芒果片浸入硬化护色液中浸泡1.5-2h后，混合放入超声波振荡仪

中处理7-10min，捞出，用无菌水充分漂洗干净；

[0019] (4)预干燥：采用温度为60-65℃的热风对硬化护色处理后的芒果片进行干燥至芒

果片的含水量为75-78％；

[0020] (5)浓缩液浸泡：按重量份计，分别称取雪莲果浓缩液和木瓜浓缩液并将两者混合

至均匀，得混合浓缩液；将预干燥后的芒果片浸入上述混合浓缩液中拌匀后，于38-40℃下

采用超声波辅助处理30-40min，捞出芒果片；

[0021] (6)糖渍：将浓缩浸泡后的芒果片浸入糖液中，于0.057-0.06MPa的真空度下真空

处理60-80min后，继续浸泡30-40min，然后加入重量份为所称取重量份一半的填充剂，搅拌

均匀，继续浸泡30-40min，捞出；

[0022] (7)烘干：将糖渍后的芒果片放入鼓风干燥箱中，于55℃下干燥2.5h后取出；将取

出的芒果片浸入剩余的填充剂中浸泡2-3min后捞出，又放入鼓风干燥箱中，于68℃下干燥

1.5h后，调节鼓风干燥箱温度为48℃，继续干燥3h，得芒果果脯；

[0023] (8)真空包装：在无菌条件下，将所述芒果果脯真空包装，即可得到本发明的低糖

芒果果脯。

[0024] 进一步的，步骤(3)中，所述超声波振荡仪的功率为210-215W。

[0025] 进一步的，步骤(5)中，所述超声波辅助处理采用低功率-高功率-中等功率的分段

处理方式，所述低功率为100-105W、所述高功率为230-250W、所述中等功率为145-155W。

[0026] 进一步的，步骤(7)中，所述芒果果脯的含水量为15-17％。

[0027]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8] 本发明的低糖芒果果脯具有好的色泽、组织形态、滋味和气味，感官效果好，同时，

其制备方法易于操作，可有效提升所制得芒果果脯的感官效果。第一，本发明选用的芒果为

3-4成熟，具有一定的硬度，利于芒果的切片、整形；第二，本发明的硬化护色过程中，采取先

浸泡后超声波辅助处理的手段，利于促进硬化护色液与芒果片的相互作用，从而提高了芒

果片的硬化护色效果，同时，本发明的硬化护色液不仅对芒果片有好的硬化护色效果，而且

其结合超声波辅助手段，可有效的去除芒果片中的涩味，进而提高了芒果片的口感；第三，

采用60-65℃的热风对硬化护色后的芒果片进行预干燥处理，使芒果片含水量为75-78％，

不仅利于后续浓缩液浸泡中浓缩液对芒果片的渗透，提升了浓缩液和芒果片的融合效果，

而且熟化了芒果片，进一步提升了芒果片的色、香、味，同时也起到了预定型的作用；第四，

本发明的浓缩液由雪莲果浓缩液和木瓜浓缩液混合制成，雪莲果和木瓜均含有丰富的营养

元素，口感清甜爽口，气味清新，同时具有清热降火的作用，将两者与芒果片混合渗透，不仅

可有效提升芒果片的香气和滋味，且雪莲果中富含果寡糖，降低了后续糖渍中蔗糖的使用

量，使本发明的芒果果脯更气味清香、口感更甜而不腻，并且可有效避免多食而出现的上火

现象，同时，采用低功率-高功率-中等功率的超声波分段处理方式可有效提高浓缩液与芒

果片的融合渗透效果；第五，本发明的糖液采用海藻糖、果葡萄糖浆、淀粉糖浆和山梨醇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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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了一部分的蔗糖，不仅甜度高热量低，改善了芒果果脯的甜质，使之甜而不腻，且该糖液

还可防止芒果果脯返砂和流糖，进而提高了芒果果脯的感官质量，此外，本发明采用真空的

方式进行糖渍，提高了糖液的渗透效率，且在糖渍后期加入填充剂，使得糖渍后的芒果片充

分吸收填充剂，从而变得饱满、不皱缩、不黏结、不返砂、不流糖，进一步提高了芒果果脯的

感官质量；第五，本发明在低于70℃的温度下变温来对芒果片进行干燥，干燥均匀、温度低

不易破坏芒果的有效成分，利于芒果片的进一步熟化，进一步提升了芒果果脯的感官质量，

而且，在第一次干燥后浸入填充剂中，使得芒果片表面裹上了一层胶体后继续干燥，进一步

提升了芒果果脯的表面光泽度和口感。综上，本发明的硬化护色液、浓缩液、糖液和填充剂

与本发明制备中的各种处理手段相结合，可有效提升芒果果脯的感官质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将结合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0] 实施例1

[0031] 1.按重量份计，称取下列原料组分：

[0032] 芒果30份；                    雪莲果浓缩液12份；

[0033] 木瓜浓缩液10份；              硬化护色液25份；

[0034] 糖液15份；                   填充剂10份；

[0035] 其中，所述芒果为无病虫害、无机械挫伤、3-4成熟的新鲜芒果；

[0036] 所述硬化护色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氯化钠1.0％、柠檬酸0.1％、氯化

钙0.3％、乳酸钙0.2％和余量无菌水；

[0037] 所述糖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蔗糖12％、海藻糖8％、果葡萄糖浆5％、淀

粉糖浆3％、山梨醇1％和余量无菌水；

[0038] 所述填充剂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魔芋胶0.8％、海藻酸钠0.5％、明胶

0.3％和余量无菌水。

[0039] 2.将上述称取好的原料组分按下列步骤应用到本发明低糖芒果果脯的制备中：

[0040] (1)原料处理：将称取好的芒果洗净、去皮、去核后切片，得芒果片；

[0041] (2)护色硬化：将芒果片浸入硬化护色液中浸泡1.5h后，混合放入功率为210W的超

声波振荡仪中处理7min，捞出，用无菌水充分漂洗干净；

[0042] (3)预干燥：采用温度为60℃的热风对硬化护色处理后的芒果片进行干燥至芒果

片的含水量为75％；

[0043] (4)浓缩液浸泡：按重量份计，分别称取雪莲果浓缩液和木瓜浓缩液并将两者混合

至均匀，得混合浓缩液；将预干燥后的芒果片浸入上述混合浓缩液中拌匀后，于38℃下采用

超声波辅助处理30min，捞出芒果片；其中，所述超声波辅助处理采用低功率-高功率-中等

功率的分段处理方式，所述低功率为100W、所述高功率为230W、所述中等功率为145W；

[0044] (5)糖渍：将浓缩浸泡后的芒果片浸入糖液中，于0.057MPa的真空度下真空处理

60min后，继续浸泡30min，然后加入重量份为所称取重量份一半的填充剂，搅拌均匀，继续

浸泡30min，捞出；

[0045] (6)烘干：将糖渍后的芒果片放入鼓风干燥箱中，于55℃下干燥2.5h后取出；将取

出的芒果片浸入剩余的填充剂中浸泡2min后捞出，又放入鼓风干燥箱中，于68℃下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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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后，调节鼓风干燥箱温度为48℃，继续干燥3h，得含水量为15％的芒果果脯；

[0046] (7)真空包装：在无菌条件下，将所述芒果果脯真空包装，即可得到本发明的低糖

芒果果脯。

[0047] 实施例2

[0048] 1.按重量份计，称取下列原料组分：

[0049] 芒果36份；                       雪莲果浓缩液15份；

[0050] 木瓜浓缩液13份；                 硬化护色液29份；

[0051] 糖液18份；                      填充剂13份；

[0052] 其中，所述芒果为无病虫害、无机械挫伤、3-4成熟的新鲜芒果；

[0053] 所述硬化护色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氯化钠1.2％、柠檬酸0.2％、氯化

钙0.4％、乳酸钙0.3％和余量无菌水；

[0054] 所述糖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蔗糖16％、海藻糖9％、果葡萄糖浆6、淀粉

糖浆4％、山梨醇2％和余量无菌水；

[0055] 所述填充剂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魔芋胶1.1％、海藻酸钠0.7％、明胶

0.5％和余量无菌水。

[0056] 2.将上述称取好的原料组分按下列步骤应用到本发明低糖芒果果脯的制备中：

[0057] (1)原料处理：将称取好的芒果洗净、去皮、去核后切片，得芒果片；

[0058] (2)护色硬化：将芒果片浸入硬化护色液中浸泡1.7h后，混合放入功率为213W的超

声波振荡仪中处理8min，捞出，用无菌水充分漂洗干净；

[0059] (3)预干燥：采用温度为62℃的热风对硬化护色处理后的芒果片进行干燥至芒果

片的含水量为77％；

[0060] (4)浓缩液浸泡：按重量份计，分别称取雪莲果浓缩液和木瓜浓缩液并将两者混合

至均匀，得混合浓缩液；将预干燥后的芒果片浸入上述混合浓缩液中拌匀后，于39℃下采用

超声波辅助处理35min，捞出芒果片；其中，所述超声波辅助处理采用低功率-高功率-中等

功率的分段处理方式，所述低功率为103W、所述高功率为240W、所述中等功率为150W；

[0061] (5)糖渍：将浓缩浸泡后的芒果片浸入糖液中，于0.058MPa的真空度下真空处理

70min后，继续浸泡35min，然后加入重量份为所称取重量份一半的填充剂，搅拌均匀，继续

浸泡35min，捞出；

[0062] (6)烘干：将糖渍后的芒果片放入鼓风干燥箱中，于55℃下干燥2.5h后取出；将取

出的芒果片浸入剩余的填充剂中浸泡3min后捞出，又放入鼓风干燥箱中，于68℃下干燥

1.5h后，调节鼓风干燥箱温度为48℃，继续干燥3h，得含水量为16％的芒果果脯；

[0063] (7)真空包装：在无菌条件下，将所述芒果果脯真空包装，即可得到本发明的低糖

芒果果脯。

[0064] 实施例3

[0065] 1.按重量份计，称取下列原料组分：

[0066] 芒果40份；                    雪莲果浓缩液18份；

[0067] 木瓜浓缩液15份；              硬化护色液35份；

[0068] 糖液20份；                   填充剂15份；

[0069] 其中，所述芒果为无病虫害、无机械挫伤、3-4成熟的新鲜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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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所述硬化护色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氯化钠1.3％、柠檬酸0.3％、氯化

钙0.6％、乳酸钙0.4％和余量无菌水；

[0071] 所述糖液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蔗糖18％、海藻糖10％、果葡萄糖8％、淀

粉糖浆7％、山梨醇3％和余量无菌水；

[0072] 所述填充剂按质量分数计，包括下列组分：魔芋胶1.3％、海藻酸钠1％、明胶0.7％

和余量无菌水。

[0073] 2.将上述称取好的原料组分按下列步骤应用到本发明低糖芒果果脯的制备中：

[0074] (1)原料处理：将称取好的芒果洗净、去皮、去核后切片，得芒果片；

[0075] (2)护色硬化：将芒果片浸入硬化护色液中浸泡2h后，混合放入功率为215W的超声

波振荡仪中处理10min，捞出，用无菌水充分漂洗干净；

[0076] (3)预干燥：采用温度为65℃的热风对硬化护色处理后的芒果片进行干燥至芒果

片的含水量为78％；

[0077] (4)浓缩液浸泡：按重量份计，分别称取雪莲果浓缩液和木瓜浓缩液并将两者混合

至均匀，得混合浓缩液；将预干燥后的芒果片浸入上述混合浓缩液中拌匀后，于40℃下采用

超声波辅助处理40min，捞出芒果片；其中，所述超声波辅助处理采用低功率-高功率-中等

功率的分段处理方式，所述低功率为105W、所述高功率为250W、所述中等功率为155W；

[0078] (5)糖渍：将浓缩浸泡后的芒果片浸入糖液中，于0.06MPa的真空度下真空处理

80min后，继续浸泡40min，然后加入重量份为所称取重量份一半的填充剂，搅拌均匀，继续

浸泡40min，捞出；

[0079] (6)烘干：将糖渍后的芒果片放入鼓风干燥箱中，于55℃下干燥2.5h后取出；将取

出的芒果片浸入剩余的填充剂中浸泡3min后捞出，又放入鼓风干燥箱中，于68℃下干燥

1.5h后，调节鼓风干燥箱温度为48℃，继续干燥3h，得含水量为17％的芒果果脯；

[0080] (7)真空包装：在无菌条件下，将所述芒果果脯真空包装，即可得到本发明的低糖

芒果果脯。

[0081] 产品测定

[0082] 1.总糖测定

[0083] 采用蒽酮比色法对上述实施例1-3的低糖芒果果脯的总糖进行测定，得实施例1-3

的低糖芒果果脯的总糖含量分别为29％、30％和29％，符合低糖果脯的标准。

[0084] 2.感官评定

[0085] 以实施例1-3的低糖芒果果脯为实验组1-3，以市售的低糖芒果果脯为对照组；选

取10名食品相关专业的人员组成感官评定小组，按芒果果脯感官评定标准表(表1)来分别

对各组低糖芒果果脯进行感官评定并取平均分，评定结果见表2：

[0086] 表1芒果果脯感官评价标准表(总分100分)

[0087] 指标 评定标准 分数(分)

色泽 呈透明金黄色、质地紧密 25

滋味 口感稍软而略带韧性，甜味适中，清甜可口，无异味 25

气味 香气清甜，无异味 25

组织形态 脯体饱满、形态完整无皱缩，有光泽 25

[0088] 表2各组低糖芒果果脯的感官评定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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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组别 色泽 滋味 气味 组织形态 总分(分)

实验组1 22 21 24 23 90

实验组2 22 22 24 22 90

实验组3 23 22 24 22 91

对照组 20 18 22 19 79

[0090] 结合表1和表2可知：分数越高，感官评定越高，低糖芒果果脯的感官质量就越高。

在本次实验中，总分：实验组1-3>对照组，分数超出11-12分，这说明本发明的低糖芒果果脯

具有好的色泽、滋味、气味和组织形态，感官质量高。

[0091] 上述说明是针对本发明较佳可行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但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

明的专利申请范围，凡本发明所提示的技术精神下所完成的同等变化或修饰变更，均应属

于本发明所涵盖专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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