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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

工方法，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本发明提供的

加工方法是将木耳和碎米分别粉碎后过筛，再将

木耳粉和米粉按比例混合后进行挤压膨化，将膨

化物经过切割成型、采用热风冷风交替的方式进

行干燥冷却，利用辅料涂层后获得产品。利用本

发明所提供的方法具有营养丰富、外观结构多孔

蓬松，口感香脆的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可实现产

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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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将碎米与碎木耳或干木耳分别粉碎，并过40目筛；

2)将步骤1）所得的木耳粉和米粉按照质量比木耳粉：米粉=3:7的比例进行混合，获得

木耳米粉混合物；

3)利用双螺杆挤压机对步骤2）所得的木耳米粉混合物在挤压温度120-140℃，水分含

量9-12%，挤压机转速300-400r/min，模头压力45-55bar的条件下进行挤压膨化处理，获得

膨化物；

4)切步骤3）所得的膨化产物成直径为1cm，长为5cm的长条形状，将膨化产物先用100℃

热风干燥5min，再用20℃冷风干燥3min；再用90℃热风干燥3min，再用20℃冷风干燥3min；

再用80℃热风干燥2min，再用15℃冷风干燥5-10min至膨化产物温度降低至25℃~15℃并且

水分含量在5~8%以内，获得木耳米粉初级产品；

5)利用巧克力或调味料包裹、涂抹或喷洒在步骤4）所得的木耳米粉初级产品表面，获

得木耳米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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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黑木耳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木耳中主要的活性成分为黑木耳多糖，还含有多种

维生素，能益气强生，有活血效能，并可防治缺铁性贫血等，具有很多药用功效。也可养血驻

颜，令人肌肤红润，容光焕发，同时对高血压患者也有一定帮助。

[0003] 黑木耳的加工方式多以烘干等粗加工为主，加工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碎木耳副产

物，无法正常销售造成资源浪费。同时，黑木耳产品结构单一，加工链条较短，经济附加值较

低。市场上销售的黑木耳产品则主要以散装干制黑木耳为主，兼有压缩块产品，但是这远远

无法满足人们对食品的功能性、天然化、多样化的需要。干制黑木耳食用前需浸泡2～3h，不

符合现代人的快速生活节奏。而且，由于黑木耳具有特殊的风味，很多青少年、儿童不喜欢，

导致他们的食用量不足，因此，开发食用方便、口味丰富的黑木耳食品将具有很大的市场空

间。

[0004] 挤压加工技术集混合、熟化、破碎、杀菌、与干燥、成型等工艺为一体，其作为一种

经济实用的新型加工方法广泛用于食品生产中。挤压膨化黑木耳是以干制黑木耳或加工中

的碎木耳为原料，经过粉碎后挤压膨化成型，可根据不同需求调整产品口味。目前，挤压技

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膨化食品的生产中，但由于黑木耳成分中纤维含量与多糖含量过高，从

而导致黑木耳膨化产品膨化度低，质地坚硬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所采取的技

术方案如下：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该加工方法的步骤如

下：

[0007] 1)将碎米与碎木耳或干木耳分别粉碎，并过40目筛；

[0008] 2)将步骤1)所得的米粉和木耳粉按比例进行混合；

[0009] 3)利用双螺杆挤压机对步骤2)所得的米粉与木耳粉的混合物进行挤压膨化处理，

获得膨化物；

[0010] 4)切割步骤3)所得的膨化产物，采用热风冷风交替的方式进行冷却干燥，冷却干

燥后获得木耳米粉初级产品；

[0011] 5)利用巧克力、糖浆或调味料包裹、涂抹或喷洒在步骤4)所得的木耳米粉初级产

品表面，获得木耳米粉产品。

[0012] 优选地，步骤2)米粉和木耳粉按照质量比为木耳粉：米粉＝1:1～2.4的比例进行

混合。

[0013] 优选地，步骤3)挤压膨化处理的条件为：挤压温度120-140℃，水分含量5-10％，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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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机转速300-400r/min，模头压力45-55bar。

[0014] 优选地，步骤4)热风干燥温度为80-100℃，冷风温度为15-20℃,冷却干燥至膨化

产物最终水分5-8％，温度25℃以下。

[0015] 更优选地，第一次热风冷风交替，先热风干燥5min，再冷风干燥3min；第二次热风

冷风交替，先热风干燥3min，冷风干燥3min；第三次热风冷风交替，先热风干燥2min，冷风干

燥5-10min。

[0016] 更优选地，第一次热风冷风交替，先用100℃热风干燥，再用20℃冷风干燥；第二次

热风冷风交替，先用90℃热风干燥，再用20℃冷风干燥；第三次热风冷风交替，先用80℃热

风干燥，再用15℃冷风干燥。

[0017] 所述方法的步骤如下：

[0018] 1)将碎米与碎木耳或干木耳分别粉碎，并过40目筛；

[0019] 2)将步骤1)所得的木耳粉和米粉按照质量比木耳粉：米粉＝3:7的比例进行混合，

获得木耳米粉混合物；

[0020] 3)利用双螺杆挤压机对步骤2)所得的木耳米粉混合物在挤压温度120-140℃，水

分含量5-10％，挤压机转速300-400r/min，模头压力45-55bar的条件下进行挤压膨化处理，

获得膨化物；

[0021] 4)切步骤3)所得的膨化产物成直径为1cm，长为5cm的长条形状，将膨化产物先用

100℃热风干燥5min，再用20℃冷风干燥3min；再用90℃热风干燥3min，再用20℃冷风干燥

3min；再用80℃热风干燥2min，再用15℃冷风干燥5-10min至膨化产物温度降低至25℃～15

℃并且水分含量在5～8％以内，获得木耳米粉初级产品；

[0022] 5)利用巧克力、糖浆或调味料包裹、涂抹或喷洒在步骤4)所得的木耳米粉初级产

品表面，获得木耳米粉产品。

[0023] 本发明获得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4] 本发明针对黑木耳膨化度低、质地坚硬等问题，将黑木耳与米粉按比例混合，并对

挤压膨化工艺进行改进，可加工出营养丰富、外观结构多孔蓬松，口感香脆的黑木耳挤压膨

化产品，可以实现产业化生产。

[0025] 本发明创新性的提出以挤压膨化技术生产黑木耳膨化即食食品，口感清脆自然，

具有黑木耳独有的香气和滋味，并最大限度的保留了黑木耳中营养活性成分。因此，发明黑

木耳挤压膨化即食食品符合于市场需求，前景广阔。

[0026] 现有技术中对膨化产品的干燥仅注重膨化过程中的效果，而忽略了膨化后的膨化

物料的处理。本发明采用特殊的干燥冷却方式对膨化物料进行干燥冷却处理，获得了感官

质量明显提升的木耳米粉复合食品产。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加工方法的工艺流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不受实施例的限制。

[0029] 本发明所使用的试剂、材料、方法和仪器，未经特殊声明，均为本领域常规的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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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方法和仪器，本领域技术人员均可通过商业渠道获得。

[0030] 实施例1

[003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该方法的步骤如下

[0032] 1.将碎米与碎木耳或干木耳分别粉碎，并过40目筛；

[0033] 2.将步骤1所得的木耳粉和米粉按照质量比木耳粉：米粉＝3:7的比例进行混合，

获得木耳米粉混合物；

[0034] 3.利用双螺杆挤压机对步骤2所得的木耳米粉混合物在挤压温度130℃，水分含量

12％，挤压机转速350r/min，模头压力50bar的条件下进行挤压膨化处理，获得膨化物；

[0035] 4.切步骤3所得的膨化产物成直径为1cm，长为5cm的长条形状；膨化产物先用100

℃热风干燥5min，再用20℃冷风干燥3min；再用90℃热风干燥3min，再用20℃冷风干燥

3min；再用80℃热风干燥2min，再用15℃冷风干燥5-10min至膨化产物温度降低至25℃～15

℃并且水分含量在5～8％以内，获得木耳米粉初级产品；

[0036] 5.巧克力涂层：用巧克力等制成糖浆，对步骤4所得的木耳初级产品进行涂层，巧

克力厚度为1.5mm。

[0037] 实施例2

[0038]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1方法不同之处在

于：

[0039] 1)木耳粉与米粉混合的质量比例为1：1；

[0040] 2)双螺杆挤压机的工作参数是：螺杆转速为400r/min，挤压温度控制在140℃，水

分含量在9％；

[0041] 3)采用配制好的调味料对干燥冷却的产品进行涂层。

[0042] 实施例3

[0043]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1方法不同之处在

于：

[0044] 1)杆挤压机的工作参数是：螺杆转速为300min，挤压温度控制在12℃，水分含量在

11％；

[0045] 2)采用配制好的糖浆对干燥冷却的产品进行涂层。

[0046] 实施例4

[0047]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1方法不同之处在

于：步骤4冷却干燥过程中采用100℃的热风干燥至膨化产物的水分含量降低至8％以下，再

采用自然冷却的方式进行冷却。

[0048] 实施例5

[004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1方法不同之处在

于：步骤4冷却干燥过程中采用20℃冷风进行干燥冷却，直至膨化产物的水分含量降低至

8％以下。

[0050] 实施例6

[005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1方法不同之处在

于：步骤4冷却干燥过程中先用100℃热风干燥5min，再用20℃冷风干燥至膨化产物的水分

含量降低至8％以下，温度降低至2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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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实施例7

[0053]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1方法不同之处在

于：步骤4冷却干燥过程中先用20℃冷风干燥5min，再用100℃热风干燥膨化产物至水分含

量降至8％以下后自然冷却。

[0054] 实施例8

[0055]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木耳米粉复合食品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1方法不同之处在

于：步骤4冷却干燥过程中先采用100℃热风干燥5min，再采用20℃冷风干燥3min；再换用80

℃热风干燥5min，在采用20℃冷风干燥至水分含量降至8％以下，温度降低至25℃以下。

[0056] 实施例9

[0057] 本实施例发明人采用TA-XT2质构仪对实施例1、实施例4-8所制备的没有包裹巧克

力的木耳米粉初级产品的硬度、咀嚼性和崔烈度，用游标卡尺对膨化度进行了测定。结果如

下：

[0058] 表1利用实施例1、4-8所述方法制备的产品的效果

[0059]

  膨化度 硬度(g) 咀嚼性(g·mm) 脆裂度(g) 综合感官评分

实施例1 2.48 2088.1269 2781.9385 724.3467 95.3

实施例4 2.36 2238.6158 3154.6941 912.6647 81.5

实施例5 2.59 1897.3456 2567.4894 645.5718 85.1

实施例6 2.33 2106.2671 2864.6891 829.3644 83.2

实施例7 2.21 2200.0317 2795.6494 854.4667 84.3

实施例8 2.16 2156.6494 2348.6579 669.3498 88.6

[0060] 表2感官评分标准

[0061]

  口感(40～60) 气味(10～20) 质地(30～40)

优秀 酥脆适中(55～60) 有香味，无不良杂味(19～20) 软硬适中(39～40)

良好 较为酥脆(50～54) 有香味，稍有杂味(16～18) 稍硬或稍软(36～38)

一般 稍有扎口感(46～49) 无香味，无杂味(13～15) 较为坚硬(33～35)

较差 过于脆弱(40～45) 杂味较重(10～12) 非常坚硬(30～32)

[0062] 从表1可以看出，实施例1所制备的产品的综合感官评分明显优于其他实施例的产

品。实施例1所制备的产品的口感酥脆适中，有香味，但无不良杂味，并且软硬适中。虽然实

施例1所制备产品与其他实施例所制备产品在膨化度上相差不多。但是，在硬度、咀嚼性和

脆裂度上适中，适口感非常好。实施例2仅用热风干燥硬度较高，质地较坚，综合感官明显不

如实施例1的产品，而实施例5仅用冷风干燥产品的质地又偏软，综合感官效果也不如实施

例1的产品。实施例8的效果虽然与实施例1的产品最为接近，但在感官上仍明显不如实施例

1的产品。

[0063] 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的实施例公开如上，但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此

技术的人，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都可以做各种改动和修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界定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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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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