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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无麸质木薯营养饼干及其

制备方法，饼干按重量份，包括：木薯发酵超微粉

80~100份，马铃薯全粉5~10份，高粱粉5~10份，玉

米淀粉5~10份，大豆全粉10~30份，豌豆全粉5~15

份，起酥油20~40份，白糖15~30份，无麸质奶粉10

~15份，食盐0.5~1 .5份，膨松剂1.5~3.0份，黄原

胶0.5~2份，全蛋液10~20份，水10~20份，坚果10~
15份。本发明采用木薯发酵全粉替代常规生产中

所用的小麦粉，生产出木薯饼干不仅能满足麸质

敏感人群的需求，还解决了传统无麸质焙烤产品

蛋白含量低、色泽不佳、面团成型效果差的问题。

有效的利用我国丰富的木薯资源，体现其特有的

优良价值，缓解我国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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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备无麸质木薯营养饼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无麸质木薯营养饼干按重

量份，包括：木薯发酵超微全粉80~100份，马铃薯全粉5~10份，高粱粉5~10份，玉米淀粉5~10

份，大豆全粉10~30份，豌豆全粉5~15份，起酥油20~40份，白糖15~30份，无麸质奶粉10~15

份，食盐0.5~1.5份，膨松剂1.5~3.0份，黄原胶0.5~2份，全蛋液10~20份，水10~20份，坚果10

~15份；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步骤（1）：将起酥油切成小块，加热软化，搅打细腻，与粉碎后的白糖搅打至起酥油发

起，分三次加入全蛋液搅打至蓬松状；

步骤（2）：将称量好的木薯发酵超微全粉、马铃薯全粉、高粱粉、玉米淀粉、大豆全粉、豌

豆全粉、无麸质奶粉、食盐、黄原胶、膨松剂混合均匀，过筛，倒入步骤（1）所得物料中，加水，

再加入坚果，搅拌均匀，揉成面团；

步骤（3）：将搅拌好的面团擀压成薄厚均匀的饼坯，用模具压造型；

步骤（4）：将步骤（3）造型好的面团放在烘烤盘上，放入烘箱中焙烤成熟；

步骤（5）：用铝箔复合薄膜进行包装；

木薯发酵超微全粉的制备方法为：将新鲜木薯洗净，去皮，切成5~6cm长条状，隔水蒸15

~20min，待取出放凉后轻微按压，表面擦上粉碎好的酿酒酵母，再在木薯条表面加入乳酸杆

菌，放入密闭的容器内发酵2~3天，直至木薯条变软，带有香甜气味，表面长有白色微生物后

取出，取出后的木薯条在太阳下晾晒干燥，超微粉碎制得木薯发酵超微全粉；步骤（2）中，大

豆全粉的制备为：将大豆清洗干净，常温下用水浸泡后捞起，加水，置于破碎机中破碎，再用

胶体磨进一步细磨，置于鼓风干燥箱中烘干，粉碎机粉碎过100目筛得到大豆全粉。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膨松剂采用碳酸氢钠或者泡打粉；坚果

采用巴旦木或者核桃。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烘箱上火温度为175~200℃，

底火温度为165~190℃，烤制13~16min。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酿酒酵母的添加量为木薯质量的2~3%。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乳酸杆菌的用量为木薯质量的0 .5~
1.5%。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木薯条的发酵条件为：发酵湿度为50~
60%，温度为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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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麸质木薯营养饼干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无麸质木薯营养饼干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麸质(gluten)，即我们俗称的面筋蛋白或谷朊粉，主要存在于麦类谷物，如小麦、

大麦、黑麦、燕麦等种子里，其中小麦中的含量最高。现实生活中，部分人群对麸质有不耐

症，摄入含麸质的食品会破坏他们肠道的表皮细胞，小肠绒毛被破坏，严重影响对食物营养

成分的消化吸收，且诱发乳糜泻疾病，称为麸质过敏症。有此过敏反应的儿童，会出现腹胀、

腹泻、呕吐、便秘等症状，造成营养不良，生长缓慢，体重下降，脾气暴躁；成人还表现出嗜

睡、疲劳、患关节疾病、忧郁、焦虑、手足麻木、癫痫等；对于成年女性，还会导致月经不调、不

孕、反复流产等症状。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麸质过敏症人数可达全球总人口数的1/330～

1/800，在欧美国家的比例较高，美国至少有3000万人，欧洲有约4000万人，并且这个群体人

数正在日益增长。

[0003] 目前，对麸质过敏症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缓解和治愈方法，只能通过摄入无麸质的

食物来防止过敏反应。无麸质饮食(gluten-free  diet)，就是完全不含麸质的食品，通常用

无面筋食物如蔬菜、肉类、豆类、坚果、乳蛋、海鲜、米类等制备而成。除具有供给麸质过敏症

人群食物以外，还具有减轻体重，降低胆固醇，提高能量等作用，且让患有关节痛和神经失

常的患者受益，因此，被一些明星及运动员当做减肥健身食品来食用。研究表明，食物中

20PPM浓度的麸质含量，不会导致麸质过敏症患者出现主要症状或小肠绒毛萎缩，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FDA)将“无麸质”界定在食物中麸质含量少于20PPM。目前，我国市面上销售

的饼干，均添加了面粉或其他含有麸质的辅料，无法满足麸质过敏症患者的需求。而传统的

无麸质焙烤产品，面团的弹性和粘性差，色泽灰白，容易老化，营养价值低。

[0004] 木薯是世界第六大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马铃薯、大麦)和第三大薯类作物

(马铃薯、甘薯)，其生物适应性强，抗旱耐贫瘠，几乎不与传统粮食争地，而且木薯光合作用

效率高，单产高，单位面积食物能量超过水稻、小麦、高粱和玉米，因淀粉含量高而被誉为

“淀粉之王”、“地下粮食”，为热带地区8亿多人的主粮之一。木薯营养价值高，含有丰富的矿

物质和维生素，其钙、镁、铁、锌的含量可达小麦的几倍到几十倍，木薯食品加工存在两个问

题，第一木薯蛋白质含量低，第二木薯含有氰苷，在酶的作用下可产生氢氰酸而导致人体中

毒，因此不适于直接用于食品加工。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无麸质营养饼干，按重量份，包括：木薯

发酵超微粉80～100份，马铃薯全粉5～10份，高粱粉5～10份，玉米淀粉5～10份，大豆全粉

10～30份，豌豆全粉5～15份，起酥油20～40份，白糖15～30份，无麸质奶粉10～15份，食盐

0.5～1.5份，膨松剂1.5～3.0份，黄原胶0.5～2份，全蛋液10～20份，水10～20份，坚果10～

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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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优选的，所述膨松剂采用碳酸氢钠或者泡打粉；坚果采用巴旦木或者核桃。

[000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无麸质营养饼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08] 步骤(1)：将起酥油切成小块，加热软化，搅打细腻，与粉碎后的白糖搅打至起酥油

发起，分三次加入全蛋液搅打至蓬松状；

[0009] 步骤(2)：将称量好的木薯发酵超微全粉、马铃薯全粉、高粱粉、玉米淀粉、大豆全

粉、豌豆全粉、无麸质奶粉、食盐、黄原胶、膨松剂混合均匀，过筛，倒入步骤(1)所得物料中，

加水，再加入坚果，搅拌均匀，揉成面团；

[0010] 步骤(3)：将搅拌好的面团擀压成薄厚均匀的饼坯，用模具压造型；

[0011] 步骤(4)：将步骤(3)造型好的面团放在烘烤盘上，放入烘箱中焙烤成熟；

[0012] 步骤(5)：用铝箔复合薄膜进行包装。

[0013] 优选的，木薯发酵全粉的制备方法为：将新鲜木薯洗净，去皮，切成5～6cm长条状，

隔水蒸15～20min。待取出放凉后轻微按压，表面擦上粉碎好的酿酒酵母，再在木薯条表面

加入乳酸杆菌，放入密闭的容器内发酵2～3天，木薯条变软，带有香甜气味，表面长有白色

微生物后取出，取出后的木薯条在太阳下晾晒干燥，超微粉碎制得木薯发酵超微全粉。

[0014] 木薯经过去皮、切片、泡水、干燥、超微粉碎等工序制备成食用级粉状物体后，具备

细胞壁的完整程度较高，基本保持鲜木薯全部营养风味，除蛋白质含量低外，富含淀粉、食

用纤维、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及钙钾等微量元素，是一种优质杂粮原料。更重要的是，

木薯全粉不含小麦类的麸质，是麸质过敏人群的优选无麸质食物原料。

[0015] 优选的，酿酒酵母的添加量为木薯质量的2～3％。

[0016] 优选的，乳酸杆菌的添加量为木薯质量的0.5～1.5％。

[0017] 优选的，所述木薯条的发酵条件为：发酵湿度为湿度50～60％，温度27～30℃。

[0018] 优选的，大豆全粉的制备为：将大豆清洗干净，常温下用水浸泡后捞起，加水，置于

破碎机中破碎，再用胶体磨进一步细磨，置于鼓风干燥箱中烘干，粉碎机粉碎过100目筛得

到大豆全粉。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4)中，烘箱上火温度为175～200℃，底火温度为165～190℃，烤

制13～16min。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1] (1)本发明采用木薯发酵全粉替代常规生产中所用的小麦粉，无需添加小麦粉，生

产无麸质营养饼干，不仅能满足麸质过敏人群的需求，还能有效利用我国丰富的木薯资源，

体现其特有的优良价值，有效缓解粮食危机问题；

[0022] (2)通过微生物发酵处理，不仅可显著提高木薯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改善木薯风

味，还可有效分解木薯中的氰化物，解决木薯加工难题。采用酵母菌与乳酸菌联合发酵制备

木薯发酵全粉，乳酸菌可利用酿酒酵母转化木薯淀粉所生成的糖类物质，发酵产生芳香物

质、多糖和酶，增加木薯营养价值，改善面团的粘弹性和提高饼干的营养价值。

[0023] (3)添加大豆全粉，高粱粉、豌豆全粉，不仅为饼干增加了高膳食纤维素含量，还为

饼干增加了优质蛋白质，丰富了饼干维生素、磷脂、黄酮类物质、多种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

解决了传统无麸质发酵焙烤产品蛋白含量低、面团成型效果差的问题，有利于改善饼干品

质。

[0024] (4)添加巴旦木等坚果来进一步增加饼干的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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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对本发明的较优的实施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配方：木薯发酵超微全粉100g，马铃薯全粉10g，高粱粉5g，玉米淀粉5g，大豆全粉

25g，豌豆全粉10g，起酥油30g，白糖20g，全蛋液10g，无麸质奶粉15g，食盐0.5g，黄原胶

1.0g，泡打粉2.0g，水15g，巴旦木15g。

[0028] 制备方法：

[0029] 步骤(1)：将新鲜木薯洗净，去皮，切成5～6cm长条状，隔水蒸20min。待取出放凉后

轻微按压，表面擦上粉碎好的酿酒酵母，再在木薯条表面加入乳酸杆菌，放入密闭的容器

内，在湿度50～60％，温度27℃的条件下发酵2～3天，取出。此时，木薯条变软，带有香甜气

味，表面长有白色微生物，取出后的木薯条在太阳下晾晒干燥，超微粉碎制得木薯发酵超微

全粉。

[0030] 步骤(2)：将大豆清洗干净，常温下用水浸泡后捞起，加水，置于破碎机中破碎，再

用胶体磨进一步细磨，置于鼓风干燥箱中烘干，粉碎机粉碎过100目筛得到大豆全粉；

[0031] 步骤(3)：将起酥油切成小块，加热软化，搅打细腻，与粉碎后的白糖搅打至起酥油

发起，分三次加入全蛋液搅打至蓬松状；

[0032] 步骤(4)：将称量好的木薯发酵超微全粉、马铃薯全粉、高粱粉、玉米淀粉、大豆全

粉、豌豆全粉、无麸质奶粉、食盐、黄原胶、膨松剂混合均匀，过筛，倒入步骤(2)所得物料中，

加水，再加入坚果，搅拌均匀，揉成面团；

[0033] 步骤(5)：将搅拌好的面团擀压成薄厚均匀的饼坯，用模具压造型；

[0034] 步骤(6)：造型好的面团放在烘烤盘上，将烘烤盘放入烘箱中，调节上火温度为175

～200℃，底火温度为165～190℃，烤制13～16min。

[0035] 步骤(7)：用铝箔复合薄膜进行包装。

[0036] 实施例2

[0037] 配方：木薯发酵超微全粉80g，马铃薯全粉10g，高粱粉10g，玉米淀粉8g，大豆全粉

30g，豌豆全粉10g，起酥油30g，白糖25g，全蛋液10g，无麸质奶粉15g，食盐0.5g，黄原胶

0.8g，泡打粉1.5g，水10g，核桃15g。

[0038] 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9] 对照组1

[0040] 配方：木薯全粉100g，马铃薯全粉10g，高粱粉5g，玉米淀粉5g，大豆全粉25g，豌豆

全粉10g，起酥油30g，白糖20g，全蛋液10g，无麸质奶粉15g，食盐0.5g，黄原胶1.0g，泡打粉

2.0g，水15g，巴旦木15g。

[0041] 制备方法：

[0042] 步骤(1)：将新鲜木薯于流动水下清洗，除去泥沙等，去皮，切成薄片，投入水中清

洗，取出，沥干水分后置于鼓风干燥箱中烘干，粉碎机粉碎过目筛得到木薯全粉；

[0043] 其余步骤同实施例1的步骤(2)～(7)。

[0044] 对照组2

[0045] 配方：木薯发酵超微全粉120g，马铃薯全粉20g，玉米淀粉15g，起酥油30g，白糖

20g，全蛋液10g，无麸质奶粉15g，食盐0.5g，泡打粉2.0g，水15g，巴旦木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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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制备方法：

[0047] 步骤(1)：将新鲜木薯洗净，去皮，切成5～6cm长条状，隔水蒸20min。待取出放凉后

轻微按压，表面擦上粉碎好的酿酒酵母，再在木薯条表面加入乳酸杆菌，放入密闭的容器

内，在湿度50～60％，温度27℃的条件下发酵2～3天，取出。此时，木薯条变软，带有香甜气

味，表面长有白色微生物，取出后的木薯条在太阳下晾晒干燥，超微粉碎制得木薯发酵超微

全粉。

[0048] 步骤(2)：将起酥油切成小块，加热软化，搅打细腻，与粉碎后的白糖搅打至起酥油

发起，分三次加入全蛋液搅打至蓬松状；

[0049] 步骤(3)：将称量好的木薯发酵超微全粉、马铃薯全粉、玉米淀粉、无麸质奶粉、食

盐、膨松剂混合均匀，过筛，倒入步骤(2)所得物料中，加水，再加入坚果，搅拌均匀，揉成面

团；

[0050] 步骤(4)：将搅拌好的面团擀压成薄厚均匀的饼坯，用模具压造型；

[0051] 步骤(5)：造型好的面团放在烘烤盘上，将烘烤盘放入烘箱中，调节上火温度为175

～200℃，底火温度为165～190℃，烤制13～16min。

[0052] 步骤(6)：铝箔复合薄膜进行包装。

[0053] 对照组3

[0054] 配方：木薯发酵超微全粉100g，马铃薯全粉10g，高粱粉5g，玉米淀粉5g，大豆全粉

25g，豌豆全粉10g，起酥油30g，白糖20g，全蛋液10g，无麸质奶粉15g，食盐0.5g，黄原胶

1.0g，泡打粉2.0g，水15g，巴旦木15g。

[0055] 制备方法：

[0056] 步骤(1)：将新鲜木薯洗净，去皮，切成5～6cm长条状，隔水蒸20min。待取出放凉后

轻微按压，表面擦上粉碎好的市售安琪酿酒酵母(按木薯质量的2～3％添加)，放入密闭的

容器内，在湿度50～60％，温度27℃的条件下发酵2～3天，取出。此时，木薯条变软，带有香

甜气味，表面长有白色微生物，取出后的木薯条在太阳下晾晒干燥，超微粉碎制得木薯发酵

全粉；

[0057] 其余步骤同实施例1的步骤(2)～(7)。

[0058] ①饼干感官及营养成分测定

[0059] 分别对实施例1～2及对照组1、2、3制得的饼干进行感官分析及营养成分测定，测

定结果如表1～表2所示：

[0060] 表1饼干感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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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表2饼干营养成分

[0063]

[0064] ②木薯全粉的蛋白质及氢氰酸含量测定

[0065] 分别对实施例1及对照组1所制得的木薯全粉进行蛋白质和氢氰酸含量测定，测定

结果如表3所示：

[0066] 表3木薯发酵前后全粉的蛋白质及氢氰酸含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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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实验结果表明：(1)从饼干感官及品质分析可见，木薯经过发酵处理，制成全粉，替

代常规生产中的小麦粉，同时在原料中添加大豆蛋白粉、高粱粉、豌豆粉和黄原胶等，可改

善饼干的感官品质，并且制备出的饼干营养能达到人体所需；(2)采用酵母菌和乳酸菌共同

发酵处理，可改善面团性能；(3)从木薯发酵前后全粉的蛋白质及氢氰酸含量分析，经过本

发明的木薯发酵工艺，能有效提高成品木薯粉的蛋白含量，并能有效降低木薯中氢氰酸含

量有毒成分，更有利于人体健康。

[0069]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

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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