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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及

其制备方法，原料包括香蕉、芒果丁、芒果浓缩

汁、双脱苹果浓缩汁、罗汉果浓缩液、羧甲基纤维

素钠、黄原胶、结冷胶、亚硫酸氢钠、一水柠檬酸、

苹果酸、柠檬黄、日落黄、香精以及水。罗汉果浓

缩液采用罗汉果制备，罗汉果中含有罗汉果甜

苷，罗汉果甜苷不产生热量，是不易吃糖者的理

想代替物。在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将羧甲基纤

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与水混合研磨，使羧甲

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更易于分散在体系

中。混合料液在蒸煮过程中，在中心区域沸腾后

通过保温的方式使体系的整体温度缓慢提升，使

热量分散更加均匀，从而使果肉汁的质地更加均

匀，防止果肉汁在长期放置过程中发生分层的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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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取罗汉果制备罗汉果浓缩液；

取香蕉去皮后，加水磨浆备用；

取冷冻的芒果肉切成3*3cm的芒果丁备用；

取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与水混合过磨胶机，在转速为2500-3000r/minjkl

的条件下均质和混合，得到混合胶液，混合胶液的粒度为20-30μm；

将混合胶液放入煮制锅中，在0.15-0.25MPa的汽压下加热至55-65℃；

取芒果浓缩汁、双脱苹果浓缩汁和制备好的芒果丁加入到加热后的混合胶液中，搅拌

均匀，得到混合料液；

控制汽压在0.15-0.25MPa，将混合料液在煮制锅中加热至85-87℃后，加入亚硫酸氢钠

和制备好的罗汉果浓缩液，再加入用90-95℃的水溶解的一水柠檬酸、苹果酸、柠檬黄和日

落黄，继续升温至料液中心区域沸腾后，停止加热，保温3-5min，得到初始罗汉果香蕉芒果

果肉汁；

冷却初始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至45-50℃，加入香精搅拌均匀，得到罗汉果香蕉芒果

果肉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取罗汉果制

备罗汉果浓缩液包括：

将罗汉果破碎，每个鲜果破碎至6-10瓣为标准，将破碎后的罗汉果通过连续逆流提取，

得到提取液；

将提取液过200-400目筛得到滤液；

离心滤液得到离心液；

在离心液中加入复合酶试剂进行酶解，得到酶解液；

酶解液在90℃下灭酶，然后通过前后串联的氧化铝层析柱和活性炭层析柱，收集流出

液；

将流出液采用超滤膜超滤至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得到超滤滤出液；

超滤滤出液采用纳滤膜分离纯化至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得到纳滤截留

液；

将纳滤截留液通过脱色树脂柱得到脱色液；

浓缩脱色液得到罗汉果浓缩液。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复合酶包括

纤维素酶、果胶酶和蛋白酶，复合酶的加入量为所述提取液体积的0.01-0.03w/v％。

4.一种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其特征在于，按照质量份数包括：香蕉5-15份、芒果丁

10-20份、芒果浓缩汁15-20份、双脱苹果浓缩汁10-20份、罗汉果浓缩液0.6-1.2份、羧甲基

纤维素钠0.06-0.09份、黄原胶0.001-0.002份、结冷胶0.002-0.004份、亚硫酸氢钠0.01-

0.02份、一水柠檬酸0.1-0.15份、苹果酸0.04-0.07份、柠檬黄0.06-0.08份、日落黄0.02-

0.03份、香精0.02-0.04份以及水40-50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其特征在于，按照质量份数包括：香

蕉12份、芒果丁10份、芒果浓缩汁15份、双脱苹果浓缩汁15份、罗汉果浓缩液0.9份、羧甲基

纤维素钠0.08份、黄原胶0.001份、结冷胶0.003份、亚硫酸氢钠0.01份、一水柠檬酸0.1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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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酸0.05份、柠檬黄0.08份、日落黄0.02份、香精0.02份以及水46.72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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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果肉汁是剥了皮的水果经破碎、筛网过滤形成果肉酱料，再经稀释制成，果肉汁中

保留有水果中相当一部分营养成分，例如维生素、矿物质、糖分和膳食纤维中的果胶等。

[0003] 为了使果肉汁达到适宜的甜度，通常会添加适宜量的蔗糖，蔗糖的热量较高，过多

食用蔗糖容易引起肥胖症，不适用于减肥者和糖尿病患者食用，此外，蔗糖还容易被口腔中

的细菌转换为酸性物质腐蚀牙齿的珐琅质，导致儿童龋齿和蛀牙，不利于儿童的牙齿生长，

过量食用蔗糖还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罗汉果中的糖分具有药食共源的作用，含有的糖

分具有甜度高、甜味纯正和无热量的特点，是糖尿病、肥胖者、防龋齿儿童等怕糖人群理想

的代糖甜味品，对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预防和抑制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症及相关疾病，增殖

双歧杆菌，优化体内微生物生态平衡有重要作用，并且其甜味的持续时间长，无褐变，无发

酵性，有利于保持食品的本色，相比于蔗糖制品更能延长食品的保质期。

[0004] 在果肉汁的制备以及存储的过程中，由于方法不当会导致制备的果肉汁易发生分

层的现象，导致果肉汁的保质期较短，影响销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及其制备方法，以解决现有果肉汁热量

过高，以及易分层的问题。

[000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按照质量份数包括：香蕉5-15份、芒果

丁10-20份、芒果浓缩汁15-20份、双脱苹果浓缩汁10-20份、罗汉果浓缩液0.6-1.2份、羧甲

基纤维素钠0.06-0.09份、黄原胶0.001-0.002份、结冷胶0.002-0.004份、亚硫酸氢钠0.01-

0.02份、一水柠檬酸0.1-0.15份、苹果酸0.04-0.07份、柠檬黄0.06-0.08份、日落黄0.02-

0.03份、香精0.02-0.04份以及水40-50份。

[0007] 其中，罗汉果浓缩液为采用新鲜罗汉果制备，罗汉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罗汉

果甜苷，罗汉果甜苷的甜度为蔗糖甜度的300倍，且不产生热量，因而罗汉果甜苷是糖尿病

人、肥胖等不易吃糖者的理想代替物，罗汉果具有降糖、降血脂、抗衰老以及美容等的作用。

罗汉果中还含有果糖、氨基酸、黄酮、蛋白质、脂肪酸以及锰、铁、硒等营养元素，因而罗汉果

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另外，罗汉果中还含有水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能够溶解

于水中的纤维类型，具有黏性。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在肠道中吸收大量水分，使粪便保持柔

软状态。同时，水溶性纤维能够有效使肠道中的益茵活性化，促进益菌大量繁殖，创造肠道

的健康生态。

[0008] 将罗汉果应用于果蔬汁的制备中，能够使得糖尿病人、肥胖等不易吃糖者饮用果

蔬汁，增加果蔬汁的销售范围。同时，罗汉果中丰富的营养物质，使得果蔬汁的营养价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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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高，以增强人体的综合素质。

[0009] 香蕉能够帮助人体大脑制造一种化学物质—血清素，血清素能给人带来欢乐、平

静及瞌睡的信号，常食香蕉不仅有益大脑，预防神经疲劳，还可预防和改善便秘。

[0010] 芒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C，具有益胃、止呕、止晕的功效，对于眩晕症、美尼尔综

合征、高血压眩晕、恶心呕吐等均有疗效，还能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常食有利于防治心血

管疾病。此外，芒果还具有祛疾止咳的功效，对咳嗽、痰多、气喘等症有辅助食疗作用。

[0011] 双脱苹果浓缩汁，即脱色脱酸苹果浓缩汁，双脱苹果浓缩汁保留了苹果中的大部

分营养成分，苹果汁是近年来国际上十分流行的保健饮品，其味美可口、营养丰富，其主要

成分有糖，苹果酸、酒石酸、枸橼酸等有机酸，芳香醇类，果胶物质。它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

物质如钾、磷、铁等，有助于代谢掉体内多余的盐分，苹果酸可代谢热量，防止下半身肥胖。

可溶性纤维果胶，可解决便秘，还能促进胃肠道中的铅、汞、锰的排放，调节机体血糖水平，

预防血糖的骤升骤降。苹果中的一些元素能排除体内有害健康的铅、汞元素，常喝苹果汁会

降低心脏病的患病率，这是因为苹果汁中的抗氧化剂有利于心脏的健康运转。双脱苹果浓

缩汁中脱除了影响苹果汁稳定性的氨基态氮、有机酸和部分金属离子，其质地纯净，性质稳

定，加入到果肉汁中可用于改善口感，增加口感的厚度，且长期储存不易变质。

[0012] 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均作为制备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增稠剂和

稳定剂，用于提升体系的稳定性，从而防止分层，延长保质期。

[0013] 亚硫酸氢钠作为制备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护香护色剂，用于保持果肉汁的色

泽和味道。

[0014] 一水柠檬酸和苹果酸为制备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酸味调节剂，用于将果肉汁

调节至偏酸性以及偏酸的口味，提升口感，酸性条件能够抑制细菌生长，延长保质期。

[0015] 柠檬黄和日落黄为制备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色素，用于增加果肉汁的色泽，

改善外观。

[0016] 香精用于提升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香气。

[0017] 水为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中各制备原料的稀释剂，用于将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

汁稀释至适宜口感的浓度。

[0018] 较为优选地，本发明中，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按照质量份数包括：香蕉12份、芒

果丁10份、芒果浓缩汁15份、双脱苹果浓缩汁15份、罗汉果浓缩液0.9份、羧甲基纤维素钠

0.08份、黄原胶0.001份、结冷胶0.003份、亚硫酸氢钠0.01份、一水柠檬酸0.11份、苹果酸

0.05份、柠檬黄0.08份、日落黄0.02份、香精0.02份以及水46.726份。

[0019] 本发明还提供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包括：

[0020] S100:取罗汉果制备罗汉果浓缩液。

[0021] 取罗汉果制备罗汉果浓缩液的方法具体包括：

[0022] S110:将罗汉果破碎，每个鲜果破碎至6-10瓣为标准，将破碎后的罗汉果通过连续

逆流提取，得到提取液。

[0023] 采用新鲜、无病虫害、成熟的罗汉果。将罗汉果采用破碎机破碎，每个鲜果破碎至

6-10瓣为标准。将破碎后的罗汉果采用连续逆流提取法过的罗汉果提取液，备用。

[0024] 连续逆流提取法的提取过程为，首先，溶剂渗透到植物组织细胞内，然后，多细胞

内的溶质解析、溶解于溶剂，最后，溶质从细胞内部向外扩散。植物和溶剂中有效成分的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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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差是影响提取过程的主要因素，浓度差越大，则浸出传质的推动力越大。传质的速度就越

快，有效成分的浸出率越大。浓度差愈大，有效成分的扩散速率也就越快。连续动态逆流提

取过程中，由于连续进液和连续出液时，溶剂中存在连续的浓度梯度，从而使提取液可以获

得比较快的浸出速度，也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提取液浓度。

[0025] S111:将提取液过200-400目筛得到滤液。

[0026] S112:离心滤液得到离心液。

[0027] S113:在离心液中加入蛋白酶试剂进行酶解，得到酶解液。

[0028] 在离心液中加入复合酶试剂进行酶解，得到酶解液。复合酶试剂的加入量为提取

液体积的0.01-0.03w/v％。若复合酶试剂的添加量小于0.01w/v％，则会导致酶解效果急剧

下降。若复合酶试剂的添加量高于0.03w/v％，则又无明显效果提升，继续增加复合酶的用

量只会损耗复合酶试剂。因此，复合酶试剂的加入量为提取液体积的0.01-0.03w/v％。在本

申请中，蛋白酶试剂包括纤维素酶、果胶酶、蛋白酶的复合酶。

[0029] 经过多次实验研究确定，在酶解温度为30-50℃、酶解时间为2-4h以及酶解pH为3-

6的条件下，蛋白酶试剂的酶解效果最佳。

[0030] S114:酶解液在90℃下灭酶，然后通过前后串联的氧化铝层析柱和活性炭层析柱，

收集流出液。

[0031] 酶解液在90℃下灭酶处理后，先后通过前后串联的氧化铝层析柱和活性炭层析

柱，收集得到流出液。

[0032] S115:将流出液采用超滤膜超滤至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得到超滤

滤出液。

[0033] 通常，超滤膜分离分子的分子量包括3-5万和8-10万道尔顿两种。研究发现，超滤

膜在压力为1-2MPa、温度为10-25℃以及滤出液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的条件下能够分

离出分子量为8-10万道尔顿的分子。因此，在本申请中，将流出液采用超滤膜进行超滤至较

小的体积，得到滤液。流出液流过超滤膜后，在超滤膜上加水进行超滤。将水超滤后得到的

滤液与流出液超滤后得到的滤液混合得到滤出液。当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

时，停止加水超滤，此时的滤出液即为超滤滤出液。

[0034] S116:超滤滤出液采用纳滤膜分离纯化至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得

到纳滤截留液。

[0035] 通常，纳滤膜分离分子的分子量包括600-1000和2000-5000道尔顿两种。研究发

现，纳滤膜在压力为2-4MPa、温度为10-25℃以及滤出液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的条件下

能够分离出分子量为2000-5000道尔顿的分子。因此，在本申请中，将超滤滤出液采用纳滤

膜进行分离纯化至较小的体积，得到滤液。超滤滤出液流过纳滤膜后，在纳滤膜上加水进行

纳滤。将水纳滤后得到的滤液与超滤滤出液纳滤后得到的滤液混合得到滤出液。当滤出液

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时，停止加水纳滤，此时的滤出液即为纳滤截留液。在本申请

中，纳滤截留液的体积为流出液体积的10-30％。

[0036] S117:将纳滤截留液通过脱色树脂柱得到脱色液。

[0037] S118:浓缩脱色液得到罗汉果浓缩液。

[0038] S200:取香蕉去皮后，加水磨浆备用。

[0039] S300:取冷冻的芒果肉切成3*3cm的芒果丁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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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S400:取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与水混合过磨胶机，在转速为2500-

3000r/minjkl的条件下均质和混合，得到混合胶液，混合胶液的粒度为20-30μm。

[0041] 在磨胶机中加入水后，将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加入到水中，将磨胶机

的转速调整到2500-3000r/minjkl，此时，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和水在剪切力

的作用下均质和混合，形成稳定的混合胶液，当混合胶液的粒度达到20-30μm时，羧甲基纤

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已经完全均匀混合在水中，无肉眼可见的白色颗粒胶液，形成稳

定、质地均一的混合胶液。

[0042] S500:将混合胶液放入煮制锅中，在0.15-0.25MPa的汽压下加热至55-65℃。

[0043] 混合胶液中的主要成分为胶体物质，在高温高压下煮制能够提升其流动性，使得

混合胶液中的各物质混合均匀，此外，高温高压下还能够使混合胶液中多余的水分蒸发出

来，使混合胶液的粘稠度进一步提升，从而使最终制备的果肉汁具有更加良好的口感，同

时，粘稠度提升还能够防止果肉汁发生分层的现象，提升果肉汁的保质期。

[0044] S600:取芒果浓缩汁、双脱苹果浓缩汁和制备好的芒果丁加入到加热后的混合胶

液中，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料液。

[0045] S700:控制汽压在0.15-0.25MPa，将混合料液在煮制锅中加热至85-87℃后，加入

亚硫酸氢钠和制备好的罗汉果浓缩液，再加入用90-95℃的水溶解的一水柠檬酸、苹果酸、

柠檬黄和日落黄，继续升温至料液中心区域沸腾后，停止加热，保温3-5min，得到初始罗汉

果香蕉芒果果肉汁。

[0046] 芒果浓缩汁、双脱苹果浓缩汁和制备好的芒果丁加入到加热后的混合胶液后，混

合料液的粘稠度提升，热量在混合料液中传播速度降低，故等待混合料液中心区域沸腾后，

通过保温的方式使混合料液的整体温度缓慢提升，使热量分散更加均匀，从而使混合料液

的质地更加均匀。如果等待混合料液完全沸腾则会导致中心区域温度过高，原料发生变质

的情况，影响果肉汁的口感和味道。

[0047] S800:冷却初始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至45-50℃，加入香精搅拌均匀，得到罗汉

果香蕉芒果果肉汁。

[0048]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可以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49] 本发明提供一种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及其制备方法，该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

的制备原料包括香蕉、芒果丁、芒果浓缩汁、双脱苹果浓缩汁、罗汉果浓缩液、羧甲基纤维素

钠、黄原胶、结冷胶、亚硫酸氢钠、一水柠檬酸、苹果酸、柠檬黄、日落黄、香精以及水。罗汉果

浓缩液采用新鲜罗汉果制备，罗汉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罗汉果甜苷，罗汉果甜苷的甜

度为蔗糖甜度的300倍，且不产生热量，是糖尿病人、肥胖等不易吃糖者的理想代替物。罗汉

果中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具有降糖、降血脂的作用。罗汉果中还含有果糖、氨基酸、黄酮、

蛋白质、脂肪酸以及锰、铁、硒等营养元素，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香蕉能够帮助人体大脑制

造一种化学物质—血清素，血清素能给人带来欢乐、平静及瞌睡的信号，常食香蕉不仅有益

大脑，预防神经疲劳，还可预防和改善便秘。芒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C，具有益胃、止呕、

止晕的功效，对于眩晕症、美尼尔综合征、高血压眩晕、恶心呕吐等均有疗效，还能降低胆固

醇、甘油三酯，常食有利于防治心血管疾病。此外，芒果还具有祛疾止咳的功效，对咳嗽、痰

多、气喘等症有辅助食疗作用。双脱苹果浓缩汁加入到果肉汁中可用于改善口感，增加口感

的厚度，且长期储存不易变质。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均作为制备罗汉果香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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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果肉汁的增稠剂和稳定剂，用于提升体系的稳定性，从而防止分层，延长保质期。亚硫酸

氢钠作为制备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护香护色剂，用于保持果肉汁的色泽和味道。一水

柠檬酸和苹果酸为制备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酸味调节剂，用于将果肉汁调节至偏酸性

以及偏酸的口味，提升口感，酸性条件能够抑制细菌生长，延长保质期。在本发明的制备方

法中，将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与水混合研磨，使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

冷胶更易于分散在体系中。混合料液在蒸煮过程中，在中心区域沸腾后通过保温的方式使

体系的整体温度缓慢提升，使热量分散更加均匀，从而使果肉汁的质地更加均匀，防止果肉

汁在长期放置过程中发生分层的现象，延长果肉汁的保质期。

[0050] 应当理解的是，以上的一般描述和后文的细节描述仅是示例性和解释性的，并不

能限制本发明。

附图说明

[005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制备流程示意图；

[005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罗汉果浓缩液的制备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请参考附图1和2，分别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制备流程

示意图以及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罗汉果浓缩液的制备流程示意图，下述具体实施例的描述

均以附图1和2为基础。

[0054] 实施例1

[005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按照质量份数包括：香蕉12份、芒

果丁10份、芒果浓缩汁15份、双脱苹果浓缩汁15份、罗汉果浓缩液0.9份、羧甲基纤维素钠

0.08份、黄原胶0.001份、结冷胶0.003份、亚硫酸氢钠0.01份、一水柠檬酸0.11份、苹果酸

0.05份、柠檬黄0.08份、日落黄0.02份、香精0.02份以及水46.726份。

[0056]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该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制备方法，包括：

[0057] S100:取罗汉果制备罗汉果浓缩液。

[0058] S110:将罗汉果破碎，每个鲜果破碎至6瓣为标准，将破碎后的罗汉果通过连续逆

流提取，得到提取液。

[0059] S111:将提取液过200目筛得到滤液。

[0060] S112:离心滤液得到离心液。

[0061] S113:在离心液中加入蛋白酶试剂进行酶解，得到酶解液。

[0062] S114:酶解液在90℃下灭酶，然后通过前后串联的氧化铝层析柱和活性炭层析柱，

收集流出液。

[0063] S115:将流出液采用超滤膜超滤至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得到超滤

滤出液。

[0064] S116:超滤滤出液采用纳滤膜分离纯化至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得

到纳滤截留液。

[0065] S117:将纳滤截留液通过脱色树脂柱得到脱色液。

[0066] S118:浓缩脱色液得到罗汉果浓缩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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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S200:取香蕉去皮后，加水磨浆备用。

[0068] S300:取冷冻的芒果肉切成3*3cm的芒果丁备用。

[0069] S400:取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与水混合过磨胶机，在转速为2500r/

minjkl的条件下均质和混合，得到混合胶液，混合胶液的粒度为20μm。

[0070] S500:将混合胶液放入煮制锅中，在0.15MPa的汽压下加热至55℃。

[0071] S600:取芒果浓缩汁、双脱苹果浓缩汁和制备好的芒果丁加入到加热后的混合胶

液中，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料液。

[0072] S700:控制汽压在0.15MPa，将混合料液在煮制锅中加热至85℃后，加入亚硫酸氢

钠和制备好的罗汉果浓缩液，再加入用90℃的水溶解的一水柠檬酸、苹果酸、柠檬黄和日落

黄，继续升温至料液中心区域沸腾后，停止加热，保温3min，得到初始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

汁。

[0073] S800:冷却初始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至45℃，加入香精搅拌均匀，得到罗汉果香

蕉芒果果肉汁。

[0074] 实施例2

[007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按照质量份数包括：香蕉10份、芒

果丁15份、芒果浓缩汁15份、双脱苹果浓缩汁15份、罗汉果浓缩液0.6份、羧甲基纤维素钠

0.08份、黄原胶0.001份、结冷胶0.003份、亚硫酸氢钠0.01份、一水柠檬酸0.11份、苹果酸

0.05份、柠檬黄0.08份、日落黄0.02份、香精0.02份以及水44.026份。

[0076]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该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制备方法，包括：

[0077] S100:取罗汉果制备罗汉果浓缩液。

[0078] S110:将罗汉果破碎，每个鲜果破碎至10瓣为标准，将破碎后的罗汉果通过连续逆

流提取，得到提取液。

[0079] S111:将提取液过400目筛得到滤液。

[0080] S112:离心滤液得到离心液。

[0081] S113:在离心液中加入蛋白酶试剂进行酶解，得到酶解液。

[0082] S114:酶解液在90℃下灭酶，然后通过前后串联的氧化铝层析柱和活性炭层析柱，

收集流出液。

[0083] S115:将流出液采用超滤膜超滤至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得到超滤

滤出液。

[0084] S116:超滤滤出液采用纳滤膜分离纯化至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得

到纳滤截留液。

[0085] S117:将纳滤截留液通过脱色树脂柱得到脱色液。

[0086] S118:浓缩脱色液得到罗汉果浓缩液。

[0087] S200:取香蕉去皮后，加水磨浆备用。

[0088] S300:取冷冻的芒果肉切成3*3cm的芒果丁备用。

[0089] S400:取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与水混合过磨胶机，在转速为3000r/

minjkl的条件下均质和混合，得到混合胶液，混合胶液的粒度为30μm。

[0090] S500:将混合胶液放入煮制锅中，在0.25MPa的汽压下加热至65℃。

[0091] S600:取芒果浓缩汁、双脱苹果浓缩汁和制备好的芒果丁加入到加热后的混合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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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料液。

[0092] S700:控制汽压在0.25MPa，将混合料液在煮制锅中加热至87℃后，加入亚硫酸氢

钠和制备好的罗汉果浓缩液，再加入用95℃的水溶解的一水柠檬酸、苹果酸、柠檬黄和日落

黄，继续升温至料液中心区域沸腾后，停止加热，保温5min，得到初始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

汁。

[0093] S800:冷却初始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至50℃，加入香精搅拌均匀，得到罗汉果香

蕉芒果果肉汁。

[0094] 实施例3

[009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按照质量份数包括：香蕉8份、芒

果丁15份、芒果浓缩汁16份、双脱苹果浓缩汁10份、罗汉果浓缩液0.7份、羧甲基纤维素钠

0.08份、黄原胶0.001份、结冷胶0.003份、亚硫酸氢钠0.01份、一水柠檬酸0.11份、苹果酸

0.05份、柠檬黄0.08份、日落黄0.02份、香精0.02份以及水49.926份。

[0096]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该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制备方法，包括：

[0097] S100:取罗汉果制备罗汉果浓缩液。

[0098] S110:将罗汉果破碎，每个鲜果破碎至6瓣为标准，将破碎后的罗汉果通过连续逆

流提取，得到提取液。

[0099] S111:将提取液过400目筛得到滤液。

[0100] S112:离心滤液得到离心液。

[0101] S113:在离心液中加入蛋白酶试剂进行酶解，得到酶解液。

[0102] S114:酶解液在90℃下灭酶，然后通过前后串联的氧化铝层析柱和活性炭层析柱，

收集流出液。

[0103] S115:将流出液采用超滤膜超滤至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得到超滤

滤出液。

[0104] S116:超滤滤出液采用纳滤膜分离纯化至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得

到纳滤截留液。

[0105] S117:将纳滤截留液通过脱色树脂柱得到脱色液。

[0106] S118:浓缩脱色液得到罗汉果浓缩液。

[0107] S200:取香蕉去皮后，加水磨浆备用。

[0108] S300:取冷冻的芒果肉切成3*3cm的芒果丁备用。

[0109] S400:取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与水混合过磨胶机，在转速为2500r/

minjkl的条件下均质和混合，得到混合胶液，混合胶液的粒度为30μm。

[0110] S500:将混合胶液放入煮制锅中，在0.15MPa的汽压下加热至65℃。

[0111] S600:取芒果浓缩汁、双脱苹果浓缩汁和制备好的芒果丁加入到加热后的混合胶

液中，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料液。

[0112] S700:控制汽压在0.15MPa，将混合料液在煮制锅中加热至87℃后，加入亚硫酸氢

钠和制备好的罗汉果浓缩液，再加入用90℃的水溶解的一水柠檬酸、苹果酸、柠檬黄和日落

黄，继续升温至料液中心区域沸腾后，停止加热，保温5min，得到初始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

汁。

[0113] S800:冷却初始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至45℃，加入香精搅拌均匀，得到罗汉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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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芒果果肉汁。

[0114] 实施例4

[011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按照质量份数包括：香蕉12份、芒

果丁10份、芒果浓缩汁15份、双脱苹果浓缩汁15份、罗汉果浓缩液0.9份、羧甲基纤维素钠

0.06份、黄原胶0.001份、结冷胶0.002份、亚硫酸氢钠0.01份、一水柠檬酸0.1份、苹果酸

0.04份、柠檬黄0.06份、日落黄0.02份、香精0.02份以及水46.787份。

[0116]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该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的制备方法，包括：

[0117] S100:取罗汉果制备罗汉果浓缩液。

[0118] S110:将罗汉果破碎，每个鲜果破碎至8瓣为标准，将破碎后的罗汉果通过连续逆

流提取，得到提取液。

[0119] S111:将提取液过300目筛得到滤液。

[0120] S112:离心滤液得到离心液。

[0121] S113:在离心液中加入蛋白酶试剂进行酶解，得到酶解液。

[0122] S114:酶解液在90℃下灭酶，然后通过前后串联的氧化铝层析柱和活性炭层析柱，

收集流出液。

[0123] S115:将流出液采用超滤膜超滤至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得到超滤

滤出液。

[0124] S116:超滤滤出液采用纳滤膜分离纯化至滤出液的电导率小于等于500μs/cm，得

到纳滤截留液。

[0125] S117:将纳滤截留液通过脱色树脂柱得到脱色液。

[0126] S118:浓缩脱色液得到罗汉果浓缩液。

[0127] S200:取香蕉去皮后，加水磨浆备用。

[0128] S300:取冷冻的芒果肉切成3*3cm的芒果丁备用。

[0129] S400:取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和结冷胶与水混合过磨胶机，在转速为2900r/

minjkl的条件下均质和混合，得到混合胶液，混合胶液的粒度为25μm。

[0130] S500:将混合胶液放入煮制锅中，在0.2MPa的汽压下加热至60℃。

[0131] S600:取芒果浓缩汁、双脱苹果浓缩汁和制备好的芒果丁加入到加热后的混合胶

液中，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料液。

[0132] S700:控制汽压在0.2MPa，将混合料液在煮制锅中加热至86℃后，加入亚硫酸氢钠

和制备好的罗汉果浓缩液，再加入用95℃的水溶解的一水柠檬酸、苹果酸、柠檬黄和日落

黄，继续升温至料液中心区域沸腾后，停止加热，保温4min，得到初始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

汁。

[0133] S800:冷却初始罗汉果香蕉芒果果肉汁至45℃，加入香精搅拌均匀，得到罗汉果香

蕉芒果果肉汁。

[0134]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考虑说明书及实践这里发明的公开后，将容易想到本发明的其

它实施方案，本申请旨在涵盖本发明的任何变型、用途或者适应性变化，这些变型、用途或

者适应性变化遵循本发明的一般性原理并包括本发明未公开的本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

或惯用技术手段，说明书和实施例仅被视为示例性的，本发明的真正范围和精神由权利要

求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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