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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及

其制备方法，按质量百分比计，包括30～45％的

杜仲雄花和VC混合粉、总量为10～20％的柠檬酸

和碳酸氢钠、25～40％的蔗糖、10～30％的木糖

醇、0～10％的甘露醇、0.5～2％的聚乙烯吡咯烷

酮、0.2～0.5％的硬脂酸镁、0～0.5％的色素和0

～0.5％的香精。本发明通过蒸制杀青、摊晾和粉

碎等步骤制得杜仲雄花粉，再添加VC，并辅以柠

檬酸、碳酸氢钠、蔗糖、木糖醇等经制粒、整粒、压

片制作得到泡腾片，可有效去除杜仲雄花青气，

对营养成分破坏较少，同时还较好的保护了色

泽，通过与VC复配，增强抗氧化等功效，具有良好

的服用口感，具有携带、饮用方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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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取新鲜的杜仲雄花，依次经过初步摊晾、蒸制、二次摊晾、干燥、粉碎和过筛，获得杜

仲雄花粉；

其中杜仲雄花初步摊晾1～2小时；

杜仲雄花的蒸制过程为：将初步摊晾后的杜仲雄花平铺于蒸锅中，厚度为1～2cm，在95

～100℃下蒸2～3min；二次摊晾是将蒸制后的杜仲雄花摊晾至室温；

干燥采用冷冻干燥，温度为‑50℃～‑46℃，真空度小于10Pa，冷冻干燥时间为16～24h；

(2)将杜仲雄花粉与VC粉混合均匀，得到杜仲雄花和VC混合粉；将杜仲雄花和VC混合粉

作为主料，向主料中添加辅料并混合均匀，再加入质量浓度为5％的聚乙烯吡咯烷酮无水乙

醇溶液混合均匀，经过14～18目筛网制粒、45～50℃干燥1～3h和12～16目筛网整粒，最后

加入硬脂酸镁混匀并进行压片，制得硬度在5～7Kgf的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

其中，辅料包括柠檬酸、碳酸氢钠、蔗糖、木糖醇、甘露醇、色素和香精，按质量百分比

计，杜仲雄花和VC混合粉占30～45％，柠檬酸和碳酸氢钠总共占10～20％，蔗糖占25～

40％，木糖醇占10～30％，甘露醇占0～10％，硬脂酸镁占0.2～0.5％，色素占0～0.5％，香

精占0～0.5％，聚乙烯吡咯烷酮占0.5～2％；

杜仲雄花粉和VC粉按质量比为(3～4)：1混合；柠檬酸和碳酸氢钠的质量比为(0.8～

1)：1；

主料和辅料均过100～200目筛。

2.一种由权利要求1所述的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的制备方法得到的杜仲雄花‑VC复

合泡腾片，其特征在于：按质量百分比计，包括30～45％的杜仲雄花和VC混合粉、总量为10

～20％的柠檬酸和碳酸氢钠、25～40％的蔗糖、10～30％的木糖醇、0～10％的甘露醇、0.5

～2％的聚乙烯吡咯烷酮、0.2～0.5％的硬脂酸镁、0～0.5％的色素和0～0.5％的香精；

其中杜仲雄花和VC混合粉是由杜仲雄花粉和VC粉按质量比为(3～4)：1混合均匀得到

的，柠檬酸和碳酸氢钠的质量比为(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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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保健食品开发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杜仲为杜仲科杜仲属的落叶乔木，是中国特有的名贵药材树种，也是世界上适应

范围最广的重要胶源植物，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系地质史上第四纪冰川运动残留下来的

古生孑遗树种(牛春山主编，陕西树木志，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中国传统以杜仲干燥树皮

入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常用的名贵滋补药材(张康健主编，中国杜仲研究，陕西科学

技术出版社)。

[0003] 杜仲雄花是杜仲有效成分的主要部位之一，雌雄异株，有花柄而无花被属单性花。

杜仲雄花除含有木脂素类、苯丙素类、黄酮类、多糖类、环烯醚萜类等多种功效成分之外，还

含有丝氨酸、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精氨酸等多种氨基酸(杜仲雄花氨基酸多样性及营养

价值评价，杜庆鑫，刘攀峰，魏艳秀，等，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2016年，第28卷第6期，889‑

897页)，以及多种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及矿物质。具有降压、抗炎、抗病毒、增强免疫、利胆、

保肝利尿、抗氧化、抗肿瘤、安胎、抗骨质疏松症等保健功效(杜仲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

究进展，冯晗，周宏灏，欧阳冬生，等，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2015年，第20卷第6期，713‑

720页)。

[0004] 杜仲雄花的保健功效显著，含有多种有效成分，例如杜仲雄花中含有的松脂素二

葡萄糖苷是杜仲中降压的主要成分；京尼平苷、京尼平苷酸等具有增强记忆功能、抗癌、降

压、抗氧化的保健功效；桃叶珊瑚苷具有较强的保肝护肝、抗菌、利尿的保健作用。此外，杜

仲雄花还含有丰富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氨基酸等。

[0005] 目前，杜仲雄花的开发主要集中于制作杜仲雄花茶或者饮料，具有一定的降血脂、

降血压、增强人体免疫等功效，但是由于杜仲雄花每年的花期只有一个月左右，采摘后不易

保存，且市场上经简单加工生产的杜仲雄花茶存在饮用口味寡淡，滋味不佳等缺点。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

片及其制备方法，能够有效利用杜仲雄花与VC复配，制成泡腾片，利于杜仲雄花保存。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泡腾片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按质量百分比计，包括30～45％的杜仲雄花和VC混合粉、总量为10～20％的柠檬

酸和碳酸氢钠、25～40％的蔗糖、10～30％的木糖醇、0～10％的甘露醇、0.5～2％的聚乙烯

吡咯烷酮、0.2～0.5％的硬脂酸镁、0～0.5％的色素和0～0.5％的香精。

[0009] 进一步地，杜仲雄花和VC混合粉是由杜仲雄花粉和VC粉按质量比为(3～4)：1混合

均匀得到的。

[0010] 进一步地，柠檬酸和碳酸氢钠的质量比为(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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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是：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取新鲜的杜仲雄花，依次经过初步摊晾、蒸制、二次摊晾、干燥、粉碎和过筛，获

得杜仲雄花粉；

[0013] (2)将杜仲雄花粉与VC粉混合均匀，得到杜仲雄花和VC混合粉；将杜仲雄花和VC混

合粉作为主料，向主料中添加辅料并混合均匀，再加入聚乙烯吡咯烷酮无水乙醇溶液混合

均匀，经过制粒、干燥和整粒，最后加入硬脂酸镁混匀并进行压片，制得杜仲雄花‑VC复合泡

腾片；

[0014] 其中，辅料包括柠檬酸、碳酸氢钠、蔗糖、木糖醇、甘露醇、色素和香精，按质量百分

比计，杜仲雄花和VC混合粉占30～45％，柠檬酸和碳酸氢钠总共占10～20％，蔗糖占25～

40％，木糖醇占10～30％，甘露醇占0～10％，硬脂酸镁占0.2～0.5％，色素占0～0.5％，香

精占0～0.5％，聚乙烯吡咯烷酮占0.5～2％。

[0015] 进一步地，步骤(1)中杜仲雄花初步摊晾1～2小时。

[0016] 进一步地，步骤(1)中杜仲雄花的蒸制过程为：将初步摊晾后的杜仲雄花平铺于蒸

锅中，厚度为1～2cm，在95～100℃下蒸2～3min；二次摊晾是将蒸制后的杜仲雄花摊晾至室

温。

[0017] 进一步地，步骤(1)中的干燥采用冷冻干燥，温度为‑50℃～‑46℃，真空度小于

10Pa，冷冻干燥时间为16～24h。

[0018] 进一步地，主料和辅料均过100～200目筛。

[0019] 进一步地，杜仲雄花粉和VC粉按质量比为(3～4)：1混合；柠檬酸和碳酸氢钠的质

量比为(0.8～1)：1；聚乙烯吡咯烷酮无水乙醇溶液的质量浓度为5％。

[0020] 进一步地，步骤(2)中采用14～18目筛网制粒，经过干燥后，再用12～16目筛网整

粒。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2] 本发明的泡腾片，一方面，由于杜仲雄花含有多糖、氨基酸、生物碱、黄酮、绿原酸、

京尼平苷、京尼平甘酸、松脂醇双糖甙等多种功效成分，对人体有一定的降压降脂、镇静安

神等保健功能，通过与VC复配，进一步增强了杜仲雄花抗氧化等功效；另一方面，由于酸味

剂、甜味剂等辅料的加入，改善了口感，使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具有良好的服用口感。本

发明杜仲雄花‑VC泡腾片与VC泡腾片相比，保健功效更加突出，与杜仲雄花茶和饮料相比，

则具有携带、饮用方便等特点。

[0023] 本发明方法中，通过蒸制杀青、摊晾和粉碎等步骤制得杜仲雄花粉，再添加VC，并

辅以柠檬酸、碳酸氢钠、蔗糖、木糖醇等经制粒、整粒、压片制作得到泡腾片，具有以下好处：

第一，杜仲雄花花期短，保存不易，传统采用杀青工艺去除杜仲雄花青气，由于美拉德反应

的发生，使得杜仲雄花颜色发黑，极大的影响了杜仲雄花的色泽，也破坏了其营养成分，本

发明采用蒸汽高温、短时间进行蒸制，进一步摊晾备用代替传统杀青工艺，一方面可有效去

除青气，另一方面对营养成分破坏较少，同时还较好的保护了色泽。第二，以杜仲雄花粉末

为原料，添加VC，并辅以柠檬酸、碳酸氢钠等，一方面，由于杜仲雄花含有多糖、氨基酸、生物

碱、黄酮、绿原酸、京尼平苷、京尼平甘酸、松脂醇双糖甙等多种功效成分，通过与VC复配，使

得本产品具有较好的降压降脂、镇静安神、抗氧化、增强免疫等保健功效；另一方面，甜味

剂、酸味剂等辅料的加入，改善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的食用口感。第三，杜仲雄花‑VC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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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泡腾片与VC泡腾片相比，保健功效更加突出，与杜仲雄花茶和饮料相比，则具有携带、饮

用方便的特点。

[0024] 进一步地，本发明采用冷冻干燥的方法进行干燥，与传统热风干燥相比，产品色泽

好，营养成分保留较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一种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取新鲜的杜仲雄花，将杜仲雄花置于洁净的簸箕内摊晾1～2小时，摊晾厚度在1

～1.3cm；将摊晾处理后的杜仲雄花置于蒸锅，平铺约1～2cm，95～100℃下蒸制2～3min，做

杀青处理，蒸制结束后取出置于干净的簸箕中，再进行摊晾至室温，摊晾厚度在0.5～1cm，

以使其尽快散热；后将摊晾后杜仲雄花置于冷冻干燥机处理至干燥；将经干燥的杜仲雄花

置于粉碎机内粉碎，过100～200目筛，获得杜仲雄花干粉末。

[0028] 其中杜仲雄花的采摘方法为：在每年杜仲雄花盛开的春季(采摘时间约为每年3月

下旬‑4月上旬)，采摘新鲜的杜仲雄花，采摘时应注意，轻采，不能受压及揉捻。否则会导致

杜仲雄花的组织被破坏，加速酚类物质的氧化，从而造成雄花发黑。

[0029] 传统采用杀青工艺去除杜仲雄花青气，由于美拉德反应的发生，使得杜仲雄花颜

色发黑。本发明采用蒸汽高温、短时间进行蒸制，一方面可有效去除青涩气，另一方面对营

养成分破坏较少。

[0030] 蒸制可使杜仲雄花青涩气明显减少，蒸制完成后摊晾可进一步促进青涩气的散

失，同时降低杜仲雄花的温度以方便冷冻干燥。蒸制时间不宜过长，过长则颜色老化，且营

养成分损失较大。

[0031] 冷冻干燥中的冻干条件为：取摊晾处理后的杜仲雄花在容器内均匀地平铺一层，

置于冷冻干燥机中干燥，干燥温度为‑50℃～‑46℃，真空度小于10Pa，冷冻干燥时间为16～

24h。冷冻干燥可较好的保持杜仲雄花的色、香、味以及营养成分。

[0032] 2)将杜仲雄花干粉与经100～200目筛过筛后的VC粉以质量比为(3～4)：1的比例

均匀混合，后加入经100～200目筛过筛后的柠檬酸、碳酸氢钠、蔗糖、木糖醇、甘露醇、色素

和香精的固体混合物组成的辅料，并加入质量浓度为5％的聚乙烯吡咯烷酮无水乙醇溶液，

混合均匀后经用14～18目筛网制粒、45～50℃干燥1～3h、12～16目筛网整粒，向整好的粒

中加入硬脂酸镁混匀进行压片，最终制成质量百分比为30～45％的杜仲雄花‑VC混合粉、10

～20％的柠檬酸和碳酸氢钠、25～40％的蔗糖、10～30％的木糖醇、0～10％的甘露醇、0.5

～2％的聚乙烯吡咯烷酮、0.2～0.5％的硬脂酸镁、0～0.5％的色素和0～0.5％的香精的杜

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最终制得的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硬度在5～7Kgf。

[0033] 其中，聚乙烯吡咯烷酮无水乙醇溶液便于压片成型。

[0034] 本发明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包括质量百分比为30～45％的杜仲雄花‑VC混合

粉末、10～20％的柠檬酸和碳酸氢钠；25～40％的蔗糖；10～30％的木糖醇；0～10％的甘露

醇；0.5～2％的聚乙烯吡咯烷酮；0.2～0.5％的硬脂酸镁，0～0.5％的色素和0～0.5％的香

精。柠檬酸和碳酸氢钠的质量比(0.8～1)：1。

[0035] 制得的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每片重2～4g，使用时，每片应用100～150mL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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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冲泡溶解后饮用，味酸甜，保持杜仲雄花特有清香滋味。

[0036] 杜仲雄花‑VC复合泡腾片具有降压、抗炎、促进钙吸收、抗病毒、增强免疫功能、利

胆、保肝利尿、抗氧化、安胎、抗骨质疏松症等保健功效。

[0037]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8] 实施例1

[0039] 取杜仲雄花，将杜仲雄花置于洁净的簸箕内摊晾1小时，摊晾厚度在1～1.3cm；将

摊晾处理后的杜仲雄花置于蒸锅，平铺约1～1.2cm，95℃下蒸2min，做杀青处理，取出后置

于干净的簸箕中，再进行摊晾，摊晾厚度在0.5～0.7cm，后将摊晾后的杜仲雄花置于冷冻干

燥机，在‑50℃冷冻干燥处理16h至干燥；经干燥的杜仲雄花置于粉碎机内粉碎，过120目筛，

获得杜仲雄花粉末。

[0040] 按杜仲雄花粉末和VC粉的质量比为3.375:1，取杜仲雄花粉末54g和VC粉16g，混合

均匀。取混合粉38g，依次加入经120目筛过筛后的柠檬酸6g、碳酸氢钠6g、蔗糖32g、木糖醇

13.4g、甘露醇3g，色素0.1g、香精0.3g，再加入含5％聚乙烯吡咯烷酮无水乙醇溶液20ml制

成软材，14目筛网制粒，47℃下干燥2h后，用12目筛网整粒，与0.2g硬脂酸镁混匀，压制成片

剂，片重约4g。

[0041] 实施例2

[0042] 取杜仲雄花，将杜仲雄花置于洁净的簸箕内摊晾1.5小时，摊晾厚度在1～1.3cm；

将摊晾处理后的杜仲雄花置于蒸锅，平铺约1.2～1.4cm，98℃下蒸2.5min，做杀青处理，取

出后置于干净的簸箕中，再进行摊晾，摊晾厚度在0.6～0.8cm，后将摊晾后的杜仲雄花置于

冷冻干燥机，在‑48℃冷冻干燥处理20h至干燥；将经干燥的杜仲雄花置于粉碎机内粉碎，过

160目筛，获得杜仲雄花粉末。

[0043] 按杜仲雄花粉末和VC粉的质量比为3:1，取杜仲雄花粉33g和VC粉11g，混合均匀。

取混合粉35g，依次加入经160目筛过筛后的柠檬酸7g、碳酸氢钠8g、蔗糖27 .6g、木糖醇

16.2g，甘露醇4g，香精0.4g，加入含5％聚乙烯吡咯烷酮无水乙醇溶30ml制成软材，16目筛

网制粒，50℃下干燥1.5h后，用14目筛网整粒，与0.3g硬脂酸镁混匀，压制成片剂，片重约

4g。

[0044] 实施例3

[0045] 取杜仲雄花，将杜仲雄花置于洁净的簸箕内摊晾2小时，摊晾厚度在1～1.3cm；将

摊晾处理后的杜仲雄花置于蒸锅，平铺约1.5～1.8cm，100℃下蒸煮3min，做杀青处理，取出

后置于干净的簸箕中，再进行摊晾，摊晾厚度在0.7～0.9cm，后将摊晾后的杜仲雄花置于冷

冻干燥机，在‑46℃冷冻干燥处理24h至干燥；将经干燥的杜仲雄花置于粉碎机内粉碎，过

180目筛，获得杜仲雄花粉末。

[0046] 按杜仲雄花粉末和VC粉的质量比为3.5:1，取杜仲雄花粉35g和VC粉10g，混合均

匀。取混合粉31g，依次加入经180目筛过筛后的柠檬酸10g、碳酸氢钠10g、蔗糖25.5g、木糖

醇11g，甘露醇10g，色素0.4g、香精0.5g，加入含5％聚乙烯吡咯烷酮无水乙醇溶液25ml制成

软材，18目筛网制粒，45℃下干燥2.5h后，用16目筛网整粒，与0.35g硬脂酸镁混匀，压制成

片剂，片重约4g。

[0047] 实施例4

[0048] 取杜仲雄花，将杜仲雄花置于洁净的簸箕内摊晾1.2小时，摊晾厚度在1～1.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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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摊晾处理后的杜仲雄花置于蒸锅，平铺约1.6～2cm，97℃下蒸煮2.2min，做杀青处理，取

出后置于干净的簸箕中，再进行摊晾，摊晾厚度在0.8～1cm，后将摊晾后的杜仲雄花置于冷

冻干燥机，在‑49℃冷冻干燥处理18h至干燥；将经干燥的杜仲雄花置于粉碎机内粉碎，过

200目筛，获得杜仲雄花粉末。

[0049] 按杜仲雄花粉末和VC粉的质量比为3:1，取杜仲雄花粉54g和VC粉18g，混合均匀。

取混合粉45g，依次加入经200目筛过筛后的柠檬酸5g、碳酸氢钠5g、蔗糖25g、木糖醇10g，甘

露醇7g，色素0.5g，加入含5％聚乙烯吡咯烷酮无水乙醇溶液40ml制成软材，18目筛网制粒，

45℃下干燥3h后，用16目筛网整粒，与0.5g硬脂酸镁混匀，压制成片剂，片重约4g。

[0050] 实施例5

[0051] 取杜仲雄花，将杜仲雄花置于洁净的簸箕内摊晾1.8小时，摊晾厚度在1～1.3cm；

将摊晾处理后的杜仲雄花置于蒸锅，平铺约1.4～1.6cm，96℃下蒸煮2.8min，做杀青处理，

取出后置于干净的簸箕中，再进行摊晾，摊晾厚度在0.7～1cm，后将摊晾后的杜仲雄花置于

冷冻干燥机，在‑47℃冷冻干燥处理22h至干燥；将经干燥的杜仲雄花置于粉碎机内粉碎，过

100目筛，获得杜仲雄花粉末。

[0052] 按杜仲雄花粉末和VC粉的质量比为4:1，取杜仲雄花粉56g和VC粉14g，混合均匀。

取混合粉30g，依次加入经100目筛过筛后的柠檬酸8g、碳酸氢钠10g、蔗糖40g、木糖醇10g，

色素0.5g、香精0.5g，加入含5％聚乙烯吡咯烷酮无水乙醇溶液10ml制成软材，18目筛网制

粒，50℃下干燥1h后，用16目筛网整粒，与0.5g硬脂酸镁混匀，压制成片剂，片重约4g。

[0053] 实施例6

[0054] 取杜仲雄花，将杜仲雄花置于洁净的簸箕内摊晾1.6小时，摊晾厚度在1～1.3cm；

将摊晾处理后的杜仲雄花置于蒸锅，平铺约1.4～1.7cm，99℃下蒸煮2.8min，做杀青处理，

取出后置于干净的簸箕中，再进行摊晾，摊晾厚度在0.8～1cm，后将摊晾后的杜仲雄花置于

冷冻干燥机，在‑47℃冷冻干燥处理22h至干燥；将经干燥的杜仲雄花置于粉碎机内粉碎，过

150目筛，获得杜仲雄花粉末。

[0055] 按杜仲雄花粉末和VC粉的质量比为3.5:1，取杜仲雄花粉49g和VC粉14g，混合均

匀。取混合粉32g，依次加入经150目筛过筛后的柠檬酸5g、碳酸氢钠5g、蔗糖25g、木糖醇

30g，甘露醇1.5g，色素0.2g、香精0.3g，加入含5％聚乙烯吡咯烷酮无水乙醇溶液16ml制成

软材，18目筛网制粒，50℃下干燥1h后，用16目筛网整粒，与0.2g硬脂酸镁混匀，压制成片

剂，片重约4g。

[0056] 将以上实例中压制的泡腾片各1片，加至100‑150mL温开水中，均可产生大量气泡，

发泡后溶液澄清，呈黄褐色，味酸甜适中，并具有杜仲雄花的清香味。

[0057] 经测试表明，本发明中杜仲雄花粉末占总片比重太小，保健效果不够明显；比重太

大，则影响复合泡腾片泡腾后的服用口感，且压片时不易成型。杜仲雄花粉和VC的最佳质量

比为(3～4)﹕1。

[0058] 本发明通过采摘新鲜的杜仲雄花并进行摊晾、蒸制、摊晾冷却、干燥、研磨制粉后

与维生素C粉混合，加入各种辅料后经制粒、压片成杜仲雄花‑VC泡腾片，是一种保健功效突

出，携带饮用方便的产品。

[0059] 其中杜仲雄花粉末是通过将新鲜的杜仲雄花进行摊晾以除去较少水分，然后进一

步蒸制消除其青涩气，通过摊晾冷却、冷冻干燥、粉碎制得。杜仲雄花‑VC泡腾片含有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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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氨基酸、生物碱、黄酮、绿原酸、京尼平苷、京尼平甘酸、松脂醇双糖甙等功效成分，对

于高血压，高血脂，失眠，消化不良，免疫力低下等有一定的效果。而且杜仲雄花‑VC泡腾片

较传统杜仲雄花茶等制品，具有口感清爽，滋味香甜，携带、饮用方便的优点。

[0060] 本发明产品营养丰富，具有降压、镇静安神、抗氧化等功能，而且具有携带、食用方

便、口味香甜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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