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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低糖月饼及其制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脂低糖月饼及其制作

方法，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降低月饼的含糖量。

本发明的高脂低糖月饼，按质量百分比由月饼皮

66％和馅料34％组成，脂肪：蛋白质+糖的质量比

为1.0～10∶1～0∶1。本发明的高脂低糖月饼的制

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制作月饼皮，制作馅料，

制作高脂低糖月饼。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月

饼降低了含糖量，符合生酮饮食高脂低糖的比例

结构，富含膳食纤维，单位热量低，口感好，脂肪

高而不油腻，不仅可以作为癫痫、糖尿病、肿瘤、

行为异常、孤独症、脊髓损伤、减肥、减脂、阿尔茨

海默病、帕金森病患者的食疗食品，还适合普通

人群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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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脂低糖月饼，其特征在于：所述高脂低糖月饼按质量百分比由月饼皮66％和

馅料34％组成；

所述月饼皮分别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材料组成：脂肪微囊粉26～48％、抗性淀粉21～

35％、糖醇4～7％、抗性糊精9～20％、聚葡萄糖3～6％、磷脂2～6％、鸡蛋黄粉2～10％、鸡

蛋液11～18％；

所述馅料分别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材料组成：肥肉11～22％、蔬菜、水果或坚果粉19～

33％、蛋黄30～47％、酪蛋白酸钙2～6％、油脂1～5％、糖醇0.5～3％、抗性淀粉3～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脂低糖月饼，其特征在于：所述脂肪微囊粉采用以下方法制

备得到，按质量百分比，将16％低聚果糖、7％抗性糊精、5.0％酪蛋白酸钠、2.0％单，双甘油

脂肪酸酯，溶解于65～70℃的水中，呈水相；将油脂70％，在转速20～25r/min，搅拌15min，

在搅拌状态下加入水相，继续搅拌10min，再经高压均质处理，压力为40～50MPa，时间为

20min，得到稳定乳液，喷雾干燥进风温度为180～200℃，气流压力为0.05～0.20Pa，得到脂

肪微囊粉；所述脂肪微囊粉的油脂为椰子油、棕榈仁油、中链甘油三酯、橄榄油、菜籽油、大

豆油、葵花籽油、茶油、玉米油、芝麻油、花生油和亚麻籽油中的两种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脂低糖月饼，其特征在于：所述高脂低糖月饼含有：0＜鸡蛋

白粉≤1％、0＜谷朊粉≤0.6％、0＜酪蛋白酸钙≤1％、0＜羟丙基二淀粉磷酸酯≤0.1％、磷

酸三钙0＜磷酸三钙≤0.1％、0＜单双甘油脂肪酸酯≤0.1％、0＜聚甘油脂肪酸酯≤0.1％、

0＜脱氢乙酸钠≤0.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脂低糖月饼，其特征在于：所述高脂低糖月饼中，脂肪∶蛋白

质+糖的质量比为1.0～10∶1～0∶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脂低糖月饼，其特征在于：所述高脂低糖月饼按质量比由月

饼皮33g和馅料17g组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脂低糖月饼，其特征在于：所述糖醇为赤藓糖醇、山梨糖醇、

麦芽糖醇、木糖醇、异麦芽酮糖醇、乳糖醇和甘露糖醇中的一种以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脂低糖月饼，其特征在于：所述馅料的油脂为椰子油、棕榈

仁油、中链甘油三酯、棕榈油、花生油、菜籽油、橄榄油、茶油、高油酸葵花籽油、稻米油、松子

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棉子油、芝麻油、核桃油、紫苏油、胡麻油、二十二

碳六烯酸DHA藻油、花生四烯酸ARA油、鱼油、猪油、鸡油、牛油和羊油中的一种以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脂低糖月饼，其特征在于：所述馅料的蛋黄为鸭蛋黄、鸡蛋

黄、鹅蛋黄、火鸡蛋黄、鸽子蛋黄、鸵鸟蛋黄、鹌鹑蛋和鸸鹋蛋中的一种以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高脂低糖月饼，其特征在于：所述馅料的蔬菜为南瓜、冬瓜、紫

薯、红薯、芋头、板栗、胡萝卜、马铃薯、菱角、山药、玉米、荸荠、魔芋、木薯和莲藕干燥品中的

一种以上；所述水果为木瓜、苹果、梨子、椰子、金桔、橘子、柠檬、柚子、草莓、蓝莓和黑莓干

燥品中的一种以上；所述坚果粉为松仁、核桃、榛子和花生粉中的一种以上。

10.一种高脂低糖月饼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一、制作月饼皮

按质量百分比，将脂肪微囊粉26～48％、抗性淀粉21～35％、糖醇4～7％、抗性糊精9～

20％、聚葡萄糖3～6％、磷脂2～6％、鸡蛋黄粉2～10％、0＜鸡蛋白粉≤1％、0＜谷朊粉≤

0.6％、0＜酪蛋白酸钙≤1％、0＜羟丙基二淀粉磷酸酯≤0.1％、磷酸三钙0＜磷酸三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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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单双甘油脂肪酸酯≤0.1％、0＜聚甘油脂肪酸酯≤0.1％、0＜脱氢乙酸钠≤

0.1％、鸡蛋液11～18％的一部分，放入搅面机，以10r/min搅拌20～30min时间，揉成均匀面

团，按33g/份称量，制成直径为100～120mm的月饼皮；

所述脂肪微囊粉采用以下方法制备得到，按质量百分比，将16％低聚果糖、7％抗性糊

精、5.0％酪蛋白酸钠、2.0％单，双甘油脂肪酸酯，溶解于65～70℃的水中，呈水相；将油脂

70％，在转速20～25r/min，搅拌15min，在搅拌状态下加入水相，继续搅拌10min，再经高压

均质处理，压力为40～50MPa，时间为20min，得到稳定乳液，喷雾干燥进风温度为180～200

℃，气流压力为0.05～0.20Pa，得到脂肪微囊粉；所述脂肪微囊粉的油脂为椰子油、棕榈仁

油、中链甘油三酯、橄榄油、菜籽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茶油、玉米油、芝麻油、花生油和亚麻

籽油中的两种以上；

所述糖醇为赤藓糖醇、山梨糖醇、麦芽糖醇、木糖醇、异麦芽酮糖醇、乳糖醇和甘露糖醇

中的一种以上；

二、制作馅料

1.按质量百分比，将猪肥肉11～22％浸过水，开始加热，水烧开后，煮15～30min时间，

然后沥干水分，空气中自然冷却，切成边长2～5mm的肉丁，加入糖醇0.5～3％，拌匀，腌制

10min，得到腌制肥肉；

2.按质量百分比，将蛋黄30～47％，在60～80℃内烘烤40～45min，每15～20min翻动一

次，在炉内冷却至常温，捣碎成20～40目的颗粒或粉末，将蔬菜、水果或坚果粉19～33％，酪

蛋白酸钙2～6％，油脂1～5％，抗性淀粉3～11％，腌制肥肉，依次加入搅拌机，以10r/min的

速度，搅拌20～30min，得到月饼的馅料混料；

所述蛋黄为鸭蛋黄、鸡蛋黄、鹅蛋黄、火鸡蛋黄、鸽子蛋黄、鸵鸟蛋黄、鹌鹑蛋和鸸鹋蛋

中的一种以上；

所述蔬菜为南瓜、冬瓜、紫薯、红薯、芋头、板栗、胡萝卜、马铃薯、菱角、山药、玉米、荸

荠、魔芋、木薯和莲藕干燥品中的一种以上；所述水果为木瓜、苹果、梨子、椰子、金桔、橘子、

柠檬、柚子、草莓、蓝莓和黑莓干燥品中的一种以上；所述坚果粉为松仁、核桃、榛子和花生

粉中的一种以上；

所述馅料的油脂为椰子油、棕榈仁油、中链甘油三酯、棕榈油、花生油、菜籽油、橄榄油、

茶油、高油酸葵花籽油、稻米油、松子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棉子油、芝麻

油、核桃油、紫苏油、胡麻油、二十二碳六烯酸DHA藻油、花生四烯酸ARA油、鱼油、猪油、鸡油、

牛油和羊油中的一种以上；

3.将馅料混料搓成直径2～4cm的条状，然后切成质量17g的块，得到馅料；

三、制作高脂低糖月饼

将月饼皮包裹馅料后捏成小团，置入月饼坯，挤压成型后，直接在150～180℃内烘烤

8min，取出在半成品的月饼表面均匀涂抹鸡蛋液2遍，将鸡蛋液11～18％的另一部分用完，

继续在150～180℃烘烤5min，炉外自然冷却至常温，得到高脂低糖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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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低糖月饼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食疗食品及其制备方法，特别是一种适用于癫痫、糖尿病、肿瘤、

行为异常、孤独症、脊髓损伤、减肥、减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食疗食品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酮饮食在国内外越来越普及，临床上用于癫痫、肿瘤、孤独症、糖尿病、减

肥、减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方面的治疗和饮食调理，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秋节是

我国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而中秋节吃月饼，象征着团圆、和睦。现有技术的月饼属于高糖

食品，含糖量高达35～65％，对癫痫、糖尿病、肿瘤、行为异常、孤独症、脊髓损伤、减肥、减

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患者不利，会加重上述患者的病情。同时，现有技术的月饼属于

高热量食品，每100克热量在600千卡左右，也不利于普通人群的健康。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脂低糖月饼及其制作方法，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降低

月饼的含糖量。

[0004]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高脂低糖月饼，按质量百分比由月饼皮66％和馅

料34％组成；

[0005] 所述月饼皮分别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材料组成：脂肪微囊粉26～48％、抗性淀粉

21～35％、糖醇4～7％、抗性糊精9～20％、聚葡萄糖3～6％、磷脂2～6％、鸡蛋黄粉2～

10％、鸡蛋液11～18％；

[0006] 所述馅料分别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材料组成：肥肉11～22％、蔬菜、水果或坚果粉

19～33％、蛋黄30～47％、酪蛋白酸钙2～6％、油脂1～5％、糖醇0.5～3％、抗性淀粉3～

11％。

[0007] 本发明的脂肪微囊粉采用以下方法制备得到，按质量百分比，将16％低聚果糖、

7％抗性糊精、5.0％酪蛋白酸钠、2.0％单，双甘油脂肪酸酯，溶解于65～70℃的水中，呈水

相；将油脂70％，在转速20～25r/min，搅拌15min，在搅拌状态下加入水相，继续搅拌10min，

再经高压均质处理，压力为40～50MPa，时间为20min，得到稳定乳液，喷雾干燥进风温度为

180～200℃，气流压力为0.05～0.20Pa，得到脂肪微囊粉；所述脂肪微囊粉的油脂为椰子

油、棕榈仁油、中链甘油三酯、橄榄油、菜籽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茶油、玉米油、芝麻油、花

生油和亚麻籽油中的两种以上。

[0008] 本发明的高脂低糖月饼含有：0＜鸡蛋白粉≤1％、0＜谷朊粉≤0.6％、0＜酪蛋白

酸钙≤1％、0＜羟丙基二淀粉磷酸酯≤0.1％、磷酸三钙0＜磷酸三钙≤0.1％、0＜单双甘油

脂肪酸酯≤0.1％、0＜聚甘油脂肪酸酯≤0.1％、0＜脱氢乙酸钠≤0.1％。

[0009] 本发明的高脂低糖月饼中，脂肪∶蛋白质+糖的质量比为1.0～10∶1～0∶1。

[0010] 本发明的高脂低糖月饼按质量比由月饼皮33g和馅料17g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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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的糖醇为赤藓糖醇、山梨糖醇、麦芽糖醇、木糖醇、异麦芽酮糖醇、乳糖醇和

甘露糖醇中的一种以上。

[0012] 本发明馅料的油脂为椰子油、棕榈仁油、中链甘油三酯、棕榈油、花生油、菜籽油、

橄榄油、茶油、高油酸葵花籽油、稻米油、松子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棉子

油、芝麻油、核桃油、紫苏油、胡麻油、二十二碳六烯酸DHA藻油、花生四烯酸ARA油、鱼油、猪

油、鸡油、牛油和羊油中的一种以上。

[0013] 本发明馅料的蛋黄为鸭蛋黄、鸡蛋黄、鹅蛋黄、火鸡蛋黄、鸽子蛋黄、鸵鸟蛋黄、鹌

鹑蛋和鸸鹋蛋中的一种以上。

[0014] 本发明馅料的蔬菜为南瓜、冬瓜、紫薯、红薯、芋头、板栗、胡萝卜、马铃薯、菱角、山

药、玉米、荸荠、魔芋、木薯和莲藕干燥品中的一种以上；所述水果为木瓜、苹果、梨子、椰子、

金桔、橘子、柠檬、柚子、草莓、蓝莓和黑莓干燥品中的一种以上；所述坚果粉为松仁、核桃、

榛子和花生粉中的一种以上。

[0015] 一种高脂低糖月饼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一、制作月饼皮

[0017] 按质量百分比，将脂肪微囊粉26～48％、抗性淀粉21～35％、糖醇4～7％、抗性糊

精9～20％、聚葡萄糖3～6％、磷脂2～6％、鸡蛋黄粉2～10％、0＜鸡蛋白粉≤1％、0＜谷朊

粉≤0.6％、0＜酪蛋白酸钙≤1％、0＜羟丙基二淀粉磷酸酯≤0.1％、磷酸三钙0＜磷酸三钙

≤0.1％、0＜单双甘油脂肪酸酯≤0.1％、0＜聚甘油脂肪酸酯≤0.1％、0＜脱氢乙酸钠≤

0.1％、鸡蛋液11～18％的一部分，放入搅面机，以10r/min搅拌20～30min时间，揉成均匀面

团，按33g/份称量，制成直径为100～120mm的月饼皮；

[0018] 所述脂肪微囊粉采用以下方法制备得到，按质量百分比，将16％低聚果糖、7％抗

性糊精、5.0％酪蛋白酸钠、2.0％单，双甘油脂肪酸酯，溶解于65～70℃的水中，呈水相；将

油脂70％，在转速20～25r/min，搅拌15min，在搅拌状态下加入水相，继续搅拌10min，再经

高压均质处理，压力为40～50MPa，时间为20min，得到稳定乳液，喷雾干燥进风温度为180～

200℃，气流压力为0.05～0.20Pa，得到脂肪微囊粉；所述脂肪微囊粉的油脂为椰子油、棕榈

仁油、中链甘油三酯、橄榄油、菜籽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茶油、玉米油、芝麻油、花生油和亚

麻籽油中的两种以上；

[0019] 所述糖醇为赤藓糖醇、山梨糖醇、麦芽糖醇、木糖醇、异麦芽酮糖醇、乳糖醇和甘露

糖醇中的一种以上；

[0020] 二、制作馅料

[0021] 1.按质量百分比，将猪肥肉11～22％浸过水，开始加热，水烧开后，煮15～30min时

间，然后沥干水分，空气中自然冷却，切成边长2～5mm的肉丁，加入糖醇0.5～3％，拌匀，腌

制10min，得到腌制肥肉；

[0022] 2.按质量百分比，将蛋黄30～47％，在60～80℃内烘烤40～45min，每15～20min翻

动一次，在炉内冷却至常温，捣碎成20～40目的颗粒或粉末，将蔬菜、水果或坚果粉19～

33％，酪蛋白酸钙2～6％，油脂1～5％，抗性淀粉3～11％，腌制肥肉，依次加入搅拌机，以

10r/min的速度，搅拌20～30min，得到月饼的馅料混料；

[0023] 所述蛋黄为鸭蛋黄、鸡蛋黄、鹅蛋黄、火鸡蛋黄、鸽子蛋黄、鸵鸟蛋黄、鹌鹑蛋和鸸

鹋蛋中的一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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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所述蔬菜为南瓜、冬瓜、紫薯、红薯、芋头、板栗、胡萝卜、马铃薯、菱角、山药、玉米、

荸荠、魔芋、木薯和莲藕干燥品中的一种以上；所述水果为木瓜、苹果、梨子、椰子、金桔、橘

子、柠檬、柚子、草莓、蓝莓和黑莓干燥品中的一种以上；所述坚果粉为松仁、核桃、榛子和花

生粉中的一种以上；

[0025] 所述馅料的油脂为椰子油、棕榈仁油、中链甘油三酯、棕榈油、花生油、菜籽油、橄

榄油、茶油、高油酸葵花籽油、稻米油、松子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棉子

油、芝麻油、核桃油、紫苏油、胡麻油、二十二碳六烯酸DHA藻油、花生四烯酸ARA油、鱼油、猪

油、鸡油、牛油和羊油中的一种以上；

[0026] 3.将馅料混料搓成直径2～4cm的条状，然后切成质量17g的块，得到馅料；

[0027] 三、制作高脂低糖月饼

[0028] 将月饼皮包裹馅料后捏成小团，置入月饼坯，挤压成型后，直接在150～180℃内烘

烤8min，取出在半成品的月饼表面均匀涂抹鸡蛋液2遍，将鸡蛋液11～18％的另一部分用

完，继续在150～180℃烘烤5min，炉外自然冷却至常温，得到高脂低糖月饼。

[002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月饼降低了含糖量，符合生酮饮食高脂低糖的比例结构，

富含膳食纤维，单位热量低，口感好，脂肪高而不油腻，不仅可以作为癫痫、糖尿病、肿瘤、行

为异常、孤独症、脊髓损伤、减肥、减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患者的食疗食品，还适合普

通人群食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高脂低糖月饼，按质量百

分比由月饼皮66％和馅料34％组成，本实施例中，按质量比由月饼皮33g和馅料17g组成，其

中，

[0031] 月饼皮分别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材料组成：脂肪微囊粉26～48％、抗性淀粉21～

35％、糖醇4～7％、抗性糊精9～20％、聚葡萄糖3～6％、磷脂2～6％、鸡蛋黄粉2～10％、鸡

蛋白粉0～1％、谷朊粉0～0.6％、酪蛋白酸钙0～1％、羟丙基二淀粉磷酸酯0～0.1％、磷酸

三钙0～0.1％、单双甘油脂肪酸酯0～0.1％、聚甘油脂肪酸酯0～0.1％、脱氢乙酸钠0～

0.1％、鸡蛋液11～18％。

[0032] 馅料分别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材料组成：肥肉11～22％、蔬菜、水果或坚果粉19～

33％、蛋黄30～47％、酪蛋白酸钙2～6％、油脂1～5％、糖醇0.5～3％、抗性淀粉3～11％。

[0033] 本发明的高脂低糖月饼，脂肪：蛋白质+糖的质量比为1.0～10∶1～0∶1。

[0034] 月饼皮中，各组成材料的功效为：

[0035] 脂肪微囊粉用于提供高比例的粉末状态的脂肪。脂肪微囊粉采用以下方法制备得

到，按质量百分比，将16％低聚果糖、7％抗性糊精、5.0％酪蛋白酸钠、2.0％单，双甘油脂肪

酸酯，溶解于65～70℃的水中，呈水相；将油脂70％，在转速20～25r/min，搅拌15min，在搅

拌状态下加入水相，继续搅拌10min，再经高压均质处理，压力为40～50MPa，时间为20min，

得到稳定乳液，采用喷雾干燥得到脂肪微囊粉。喷雾干燥参数为进风温度为180～200℃，气

流压力为0.05～0.20Pa。脂肪微囊粉的油脂为椰子油、棕榈仁油、中链甘油三酯、橄榄油、菜

籽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茶油、玉米油、芝麻油、花生油和亚麻籽油中的两种以上的充分混

合后的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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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抗性淀粉是一种可代替普通面粉、具有成型作用的不溶性膳食纤维，极大降低糖

含量和热量。

[0037] 糖醇是一种非糖类、低热量的甜味剂。糖醇为赤藓糖醇、山梨糖醇、麦芽糖醇、木糖

醇、异麦芽酮糖醇、乳糖醇和甘露糖醇中的一种以上。

[0038] 抗性糊精是一种低热量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0039] 聚葡萄糖用于补充人体所需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0040] 磷脂是一种天然的乳化剂和抗氧化剂，同时可提供营养成分磷脂酰胆碱。

[0041] 鸡蛋黄粉提供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0042] 鸡蛋白粉提供优质蛋白质，且可增加月饼皮的黏弹性，提高对脂肪的保留能力。

[0043] 谷朊粉用于增强月饼皮的延伸性、成型性。

[0044] 酪蛋白酸钙是一种良好的增稠剂和乳化剂，且可提供优质蛋白质。

[0045] 羟丙基二淀粉磷酸酯是一种良好的增稠剂，用于增稠。

[0046] 磷酸三钙是一种食品级抗结剂，同时可为人体补充钙。

[0047] 单双甘油脂肪酸酯是一种良好的乳化剂。

[0048] 聚甘油脂肪酸酯既作为乳化剂又作为增稠剂。

[0049] 脱氢乙酸钠是一种保鲜剂(防腐剂)，可延长食品的保质期。

[0050] 鸡蛋液既能提供蛋白质和脂肪，又能起到黏拌月饼皮的作用。

[0051] 馅料中，各组成材料的功效为：

[0052] 肥肉为猪肥肉，用于提供脂肪。

[0053] 蔬菜、水果或坚果粉用于提供人体必需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同时增强馅料的黏性。

蔬菜为南瓜、冬瓜、紫薯、红薯、芋头、板栗、胡萝卜、马铃薯、菱角、山药、玉米、荸荠、魔芋、木

薯和莲藕干燥品中的一种以上。水果为木瓜、苹果、梨子、椰子、金桔、橘子、柠檬、柚子、草

莓、蓝莓和黑莓干燥品中的一种以上。坚果粉为松仁、核桃、榛子和花生粉中的一种以上。

[0054] 蛋黄为馅料提供天然的脂肪和卵磷脂。蛋黄采用新鲜蛋黄熟制后，经过腌制或不

腌制得到。蛋黄为鸭蛋黄、鸡蛋黄、鹅蛋黄、火鸡蛋黄、鸽子蛋黄、鸵鸟蛋黄、鹌鹑蛋和鸸鹋蛋

中的一种以上。

[0055] 酪蛋白酸钙是一种良好的增稠剂和乳化剂，且可提供优质蛋白质。

[0056] 油脂用于提供脂肪。馅料的油脂为椰子油、棕榈仁油、中链甘油三酯、棕榈油、花生

油、菜籽油、橄榄油、茶油、高油酸葵花籽油、稻米油、松子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亚

麻籽油、棉子油、芝麻油、核桃油、紫苏油、胡麻油、二十二碳六烯酸DHA藻油、花生四烯酸ARA

油、鱼油、猪油、鸡油、牛油和羊油中的一种以上。

[0057] 糖醇是一种非糖类、低热量的甜味剂。糖醇为赤藓糖醇、山梨糖醇、麦芽糖醇、木糖

醇、异麦芽酮糖醇、乳糖醇和甘露糖醇中的一种以上。

[0058] 抗性淀粉是一种可代替普通面粉、具有成型作用的不溶性膳食纤维，极大降低糖

含量和热量。

[0059] 本发明的高脂低糖月饼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0] 一、制作月饼皮

[0061] 常温(20℃)下，按质量百分比，将脂肪微囊粉26～48％、抗性淀粉21～35％、糖醇4

～7％、抗性糊精9～20％、聚葡萄糖3～6％、磷脂2～6％、鸡蛋黄粉2～10％、鸡蛋白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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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谷朊粉0～0.6％、酪蛋白酸钙0～1％、羟丙基二淀粉磷酸酯0～0.1％、磷酸三钙0～

0.1％、单双甘油脂肪酸酯0～0.1％、聚甘油脂肪酸酯0～0.1％、脱氢乙酸钠0～0.1％、鸡蛋

液11～18％的一部分，放入搅面机，以10r/min搅拌20～30min时间，揉成均匀面团，按33g/

份称量，制成直径为100～120mm的月饼皮。

[0062] 脂肪微囊粉采用以下方法制备得到，按质量百分比，将16％低聚果糖、7％抗性糊

精、5.0％酪蛋白酸钠、2.0％单，双甘油脂肪酸酯，溶解于65～70℃的水中，呈水相；将油脂

70％，在转速20～25r/min，搅拌15min，在搅拌状态下加入水相，继续搅拌10min，再经高压

均质处理，压力为40～50MPa，时间为20min，得到稳定乳液，采用喷雾干燥得到脂肪微囊粉。

喷雾干燥参数为进风温度为180～200℃，气流压力为0.05～0.20Pa。脂肪微囊粉的油脂为

椰子油、棕榈仁油、中链甘油三酯、橄榄油、菜籽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茶油、玉米油、芝麻

油、花生油和亚麻籽油中的两种以上的充分混合后的油脂。

[0063] 糖醇为赤藓糖醇、山梨糖醇、麦芽糖醇、木糖醇、异麦芽酮糖醇、乳糖醇和甘露糖醇

中的一种以上。

[0064] 二、制作馅料

[0065] 1.常温(20℃)下，按质量百分比，将猪肥肉11～22％浸过水，开始加热，水烧开后，

煮15～30min时间，然后沥干水分，空气中自然冷却至常温，切成边长2～5mm的肉丁，加入糖

醇0.5～3％，拌匀，腌制10min，得到腌制肥肉。

[0066] 2.按质量百分比，将蛋黄30～47％，在60～80℃内烘烤40～45min，每15～20min翻

动一次，在炉内冷却至常温，捣碎成20～40目的颗粒或粉末，将蔬菜、水果或坚果粉19～

33％，酪蛋白酸钙2～6％，油脂1～5％，抗性淀粉3～11％，腌制肥肉，依次加入搅拌机，以

10r/min的速度，搅拌20～30min，得到月饼的馅料混料。

[0067] 蛋黄为鸭蛋黄、鸡蛋黄、鹅蛋黄、火鸡蛋黄、鸽子蛋黄、鸵鸟蛋黄、鹌鹑蛋和鸸鹋蛋

中的一种以上。

[0068] 蔬菜为南瓜、冬瓜、紫薯、红薯、芋头、板栗、胡萝卜、马铃薯、菱角、山药、玉米、荸

荠、魔芋、木薯和莲藕干燥品中的一种以上。水果为木瓜、苹果、梨子、椰子、金桔、橘子、柠

檬、柚子、草莓、蓝莓和黑莓干燥品中的一种以上。坚果粉为松仁、核桃、榛子和花生粉中的

一种以上。

[0069] 馅料的油脂为椰子油、棕榈仁油、中链甘油三酯、棕榈油、花生油、菜籽油、橄榄油、

茶油、高油酸葵花籽油、稻米油、松子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棉子油、芝麻

油、核桃油、紫苏油、胡麻油、二十二碳六烯酸DHA藻油、花生四烯酸ARA油、鱼油、猪油、鸡油、

牛油和羊油中的一种以上。

[0070] 3.将馅料混料搓成直径2～4cm的条状，然后切成质量17g的块，得到馅料。

[0071] 三、制作高脂低糖月饼

[0072] 将月饼皮包裹馅料后捏成小团，置入月饼坯，挤压成型后，直接在150～180℃内烘

烤8min，取出在半成品的月饼表面均匀涂抹鸡蛋液2遍，将鸡蛋液11～18％的另一部分用

完，继续在150～180℃烘烤5min，炉外自然冷却至常温，包装得到高脂低糖月饼。

[0073] 本发明方法制备得到的高脂低糖月饼，脂肪：蛋白质+糖的质量比为1.0～10∶1～0

∶1，针对癫痫、糖尿病、肿瘤、行为异常、孤独症、脊髓损伤、减肥、减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

森病患者具有以下优势：

说　明　书 5/8 页

8

CN 110384123 A

8



[0074] 1 .脂肪含量高，糖含量低，产酮效果好，适合正在使用生酮饮食疗法治疗的癫痫、

糖尿病、肿瘤、行为异常、孤独症、脊髓损伤、减肥、减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患者，疗效

好。

[0075] 2.未添加淀粉，糖含量低，属于真正的低糖食品，糖尿病患者食用，不会导致血糖

升高。

[0076] 3.富含膳食纤维，适合糖尿病、肥胖人群食用，同时对便秘患者也有很好的调理作

用。

[0077] 4.热量含量低，单位热量比普通月饼低30～50％，适合大众人群。

[0078] 5.满足癫痫、糖尿病、肿瘤、行为异常、孤独症、脊髓损伤、减肥、减脂、阿尔茨海默

病、帕金森病患者在中秋佳节之日，与家人一起享受团圆的幸福时光。

[0079] 实施例1

[0080] 一、制作月饼皮

[0081] 按质量百分比，将脂肪微囊粉33％、抗性淀粉23％、赤藓糖醇7％、抗性糊精11％、

聚葡萄糖5％、磷脂2％、鸡蛋黄粉10％、鸡蛋液9％，放入搅面机，以10r/min搅拌25min时间，

揉成均匀面团，按33g/份称量，制成直径为110mm的月饼皮。

[0082] 脂肪微囊粉采用以下方法制备得到，按质量百分比，将16％低聚果糖、7％抗性糊

精、5.0％酪蛋白酸钠、2.0％单，双甘油脂肪酸酯，溶解于50℃的水中；将油脂70％，在转速

20r/min，搅拌15min，在搅拌状态下加入水相，继续搅拌10min，再经高压均质处理，压力为

40MPa，时间为20min，得到稳定乳液，采用喷雾干燥得到脂肪微囊粉。喷雾干燥参数为进风

温度为180℃，气流压力为0.1Pa。油脂为椰子油、棕榈油、花生油、亚麻籽油按等比例混合。

[0083] 二、制作馅料

[0084] 1 .按质量百分比，将猪肥肉14％浸过水，水烧开后，煮20min时间，然后沥干水分，

空气中自然冷却至常温，切成边长3mm的肉丁，加入赤藓糖醇3％，拌匀，腌制10min，得到腌

制肥肉。

[0085] 2.按质量百分比，将鸭蛋黄43％按65℃烘烤45min，每15min翻动一次，在炉内冷却

至常温，捣碎成40目的粉末，将南瓜26％，酪蛋白酸钙3％，椰子油4.0％，抗性淀粉7％，腌制

肥肉，依次加入搅拌机，以10r/min的速度，搅拌20min，得到月饼的馅料混料。

[0086] 3.将馅料混料搓成直径2cm的条状，然后切成质量17g的块，得到馅料。

[0087] 三、制作高脂低糖月饼

[0088] 将月饼皮包裹馅料后捏成小团，置入月饼坯，挤压成型后，直接在165℃内烘烤

8min，取出在半成品的月饼表面均匀涂抹鸡蛋液2遍，将鸡蛋液11％的另一部分用完，继续

在165℃烘烤5min，炉外自然冷却至常温，包装得到高脂低糖月饼。

[0089] 实施例1的高脂低糖月饼，脂肪与蛋白质+糖的质量比为2.5∶1。

[0090] 实施例2

[0091] 一、制作月饼皮

[0092] 按质量百分比，将脂肪微囊粉35％、抗性淀粉27.5％、赤藓糖醇4％、抗性糊精9％、

聚葡萄糖4％、磷脂2.5％、鸡蛋黄粉10％、鸡蛋液8％，放入搅面机，以10r/min搅拌22min时

间，揉成均匀面团，按33g/份称量，制成直径为105mm的月饼皮。

[0093] 脂肪微囊粉采用以下方法制备得到，按质量百分比，将16％低聚果糖、7％抗性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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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5.0％酪蛋白酸钠、2.0％单，双甘油脂肪酸酯，溶解于55℃的水中；将油脂70％，在转速

25r/min，搅拌15min，在搅拌状态下加入水相，继续搅拌10min，再经高压均质处理，压力为

45MPa，时间为20min，得到稳定乳液，采用喷雾干燥得到脂肪微囊粉。喷雾干燥参数为进风

温度为200℃，气流压力为0.1Pa。油脂为棕榈仁油、大豆油、高油酸葵花籽油、芝麻油按等比

例混合。

[0094] 二、制作馅料

[0095] 1 .按质量百分比，将猪肥肉13％浸过水，水烧开后，煮25min时间，然后沥干水分，

空气中自然冷却至常温，切成边长4mm的肉丁，加入赤藓糖醇4％，拌匀，腌制10min，得到腌

制肥肉。

[0096] 2.按质量百分比，将鸭蛋黄35％按65℃烘烤40min，每20min翻动一次，在炉内冷却

至常温，捣碎成20目的粉末，将冬瓜33％，酪蛋白酸钙3％，橄榄油5.0％，抗性淀粉7％，腌制

肥肉，依次加入搅拌机，以10r/min的速度，搅拌25min，得到月饼的馅料混料。

[0097] 3.将馅料混料搓成直径2.5cm的条状，然后切成质量17g的块，得到馅料。

[0098] 三、制作高脂低糖月饼

[0099] 将月饼皮包裹馅料后捏成小团，置入月饼坯，挤压成型后，直接在165℃内烘烤

8min，取出在半成品的月饼表面均匀涂抹鸡蛋液2遍，将鸡蛋液12％的另一部分用完，继续

在165℃烘烤5min，炉外自然冷却至常温，包装得到高脂低糖月饼。

[0100] 实施例2的高脂低糖月饼，脂肪与蛋白质+糖的质量比为2.6∶1。

[0101] 实施例3

[0102] 一、制作月饼皮

[0103] 按质量百分比，将脂肪微囊粉32％、抗性淀粉31％、赤藓糖醇7％、抗性糊精9％、聚

葡萄糖5％、磷脂2％、鸡蛋黄粉2％、鸡蛋液12％的一部分，放入搅面机，以10r/min搅拌

25min时间，揉成均匀面团，按33g/份称量，制成直径为100mm的月饼皮。

[0104] 脂肪微囊粉采用以下方法制备得到，按质量百分比，将16％低聚果糖、7％抗性糊

精、5.0％酪蛋白酸钠、2.0％单，双甘油脂肪酸酯，溶解于600℃的水中；将油脂70％，在转速

25r/min，搅拌15min，在搅拌状态下加入水相，继续搅拌10min，再经高压均质处理，压力为

45MPa，时间为20min，得到稳定乳液，采用喷雾干燥得到脂肪微囊粉。喷雾干燥参数为进风

温度为190℃，气流压力为0.12Pa。油脂为中链甘油三酯、大豆油、橄榄油按等比例混合。

[0105] 二、制作馅料

[0106] 1 .按质量百分比，将猪肥肉14％浸过水，水烧开后，煮30min时间，然后沥干水分，

空气中自然冷却至常温，切成边长4mm的肉丁，加入赤藓糖醇3％，拌匀，腌制10min，得到腌

制肥肉。

[0107] 2.按质量百分比，将鸭蛋黄42％按75℃烘烤40min，每14min翻动一次，在炉内冷却

至常温，捣碎成30目的粉末，将冬瓜30％，酪蛋白酸钙2％，椰子油4.0％，抗性淀粉5％，腌制

肥肉，依次加入搅拌机，以10r/min的速度，搅拌30min，得到月饼的馅料混料。

[0108] 3.将馅料混料搓成直径2.8cm的条状，然后切成质量17g的块，得到馅料。

[0109] 三、制作高脂低糖月饼

[0110] 将月饼皮包裹馅料后捏成小团，置入月饼坯，挤压成型后，直接在165℃内烘烤

8min，取出在半成品的月饼表面均匀涂抹鸡蛋液2遍，将鸡蛋液12％的另一部分用完，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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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5℃烘烤5min，炉外自然冷却至常温，包装得到高脂低糖月饼。

[0111] 实施例3的高脂低糖月饼，脂肪与蛋白质+糖的质量比为3.0∶1。

[0112] 食疗例1

[0113] 林某某，女，广东东莞人，现5岁半，1岁1个月的时候开始出现发呆，呼之不应，每天

发作5～10次，被诊断为癫痫，部分性发作，先后服用妥泰、德巴金、奥卡西平、开普兰等8种

抗癫痫药物，发作仍然得不到控制，4岁半时在北京进行术前评估，结果不能手术，但医生推

荐可以尝试生酮饮食疗法，从2017年7月开始采用生酮饮食后，发作逐渐减少，8月20日至今

没有发作，血酮、血糖稳定，由于患者年龄偏大，每天都有零食的需求，2周前家属将实施例1

的高脂低糖月饼作为零食，每天2个，食用后患者血酮、血糖依然维持稳定范围内，没有出现

癫痫发作，而且患者对口感的接受度高。

[0114] 食疗例2

[0115] 张某某，男，广东深圳人，现61岁半，5年前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平时饮食很注意，

主食以粗粮为主，并严格控制摄入量，并辅以口服降糖药，饭后2小时血糖维持在10.8～

12.3mmol/L，最近1周每天吃1个实施例2的高脂低糖月饼后，2小时的血糖维持在10.6～

11.9mmol/L，比吃普通饮食血糖维持的更好。患者感慨，自从被确诊为糖尿病后已经5年中

秋节没有吃过月饼了，今年能吃上月饼，实在是太开心太幸福了。

[0116] 食疗例3

[0117] 唐某某，女，湖南人，现42岁，在深圳经营一家湖南菜馆多年，最近几年生意不是很

好，没有那么辛苦了，体重直线上升，身高160cm，体重74千克，最近几个月开始采用低碳饮

食减肥，效果明显，3个月已经减掉7千克，但是自从采用低碳饮食后，她严格控制主食，每天

的食物主要以蔬菜、水果、肉鱼为主，几乎不吃任何主食，眼瞅中秋节来临，担心自己忍不

住，1周前品尝了用实施例3的高脂低糖月饼后，感觉很不错，热量低，容易产生饱腹感，于是

她接下来的一周每天2个作为主食，一周下来体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的更快了，一周

减了1.1千克。

[0118] 生酮饮食产生酮体，酮体通过降低神经元兴奋性，调节葡萄糖的代谢，抑制雷帕霉

素受体蛋白mTOR通路，调节肠道菌群，发挥出抗癫痫的作用。

[0119] 生酮饮食减少糖类摄入，调节葡萄糖的代谢，从而对糖尿病具有食疗的作用。

[0120] 生酮饮食减少糖类摄入，阻断肿瘤细胞的能量来源，并通过调节mTOR通路，抑制肿

瘤细胞血管生成，对肿瘤有抑制的食疗作用。

[0121] 生酮饮食调节肠道菌群，对行为异常、孤独症具有食疗作用。

[0122] 生酮饮食产生的酮体可以抑制损伤部位继续恶化，从而对脊髓损伤具有食疗作

用。

[0123] 生酮饮食能够减少细胞内的活性氧ROS(reactive  oxygen  species)，提高细胞抗

氧化能力，对对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也有食疗作用。

[0124] 本文3个食疗例仅分别列举了癫痫、糖尿病、减肥的个案，由于月饼是短期食品，包

括癫痫、糖尿病、减肥在内，肿瘤、行为异常、孤独症、脊髓损伤、减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

病疾病采用生酮饮食疗法需要长期坚持才可以取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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