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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

品及其制作方法，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一种

具有预防老年痴呆功效的食品，原料包括重量百

分比如下的各组分:亚麻籽仁40～65％、天麻3～

8％、龙眼干6～8％、远志5～15％、益智仁4～

8％、银杏叶提取物1.5～4.0％、葡萄籽提取物3

～5％、硒酵母0.1～0.3％、锌酵母2～5％、乳酸

镁5～8％、维生素B  3～6％、乙酰胆碱1～3％。本

发明的目的是在亚麻籽仁基础上搭配其他中药

材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发挥各组分的协同作

用，并通过特殊的提取、制备手段生产出一种安

全无毒、无副作用的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

品，具有延缓大脑细胞衰老，提高记忆力，预防老

年痴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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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的制作方法，其特征是以亚麻籽仁、天麻、龙眼干、

远志、益智仁、银杏叶提取物、葡萄籽提取物、硒酵母、锌酵母、乳酸镁、维生素B、乙酰胆碱为

原料，经如下工艺步骤制备而成：

1)亚麻籽仁水溶粉制备：

1.1)将所述的亚麻籽仁与水按1：1.25的质量比混合，然后加入蔗糖脂在高速磨碎机中

磨碎成浆液备用；

1.2)将步骤1.1的浆液经过滤、胶体磨高压均质研磨，获得超细乳状液；

1.3)将步骤1.2得到的超细乳状液在喷雾干燥机下干燥即得到超细水溶亚麻籽仁粉

末；

2)天麻水溶粉制备：

2.1)将所述的天麻在水中浸泡，取出，切块，然后在高速磨碎机中磨碎成浆液备用；

2.2)将步骤2.1的浆液经过滤、胶体磨高压均质研磨，获得超细乳状液；

2.3)将步骤2.2得到的超细乳状液在喷雾干燥机下干燥即得到超细天麻水溶粉末；

3)龙眼干、远志、益智仁水溶粉制备：

将所述的龙眼干、远志、益智仁分别加入1~5倍质量的水，在多功能食品蒸煮锅中加热

至60~100℃，保温40~60分钟，提取上层清液作为提取液，提取液经板框过滤，滤液经浓缩，

喷雾干燥获得龙眼干、远志、益智仁水溶粉；

4)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

4.1)将制备的亚麻籽仁水溶粉，天麻水溶粉及远志、龙眼干、益智仁水溶粉以及购买的

银杏叶提取物、葡萄籽提取物置入多维混合机混合20~30分钟；

4.2)将硒酵母、锌酵母、乳酸镁、维生素B、乙酰胆碱置入台式5升小型混合机混合5~10

分钟，然后取出转移至步骤4.1的多维混合机中，继续混合25~30分钟，取出分装即成本品；

所用原料的质量百分比如下：亚麻籽仁40~65％、天麻3~8％、龙眼干6~8％、远志5~
15％、益智仁4~8％、银杏叶提取物1.5~4.0％、葡萄籽提取物3~5％、硒酵母0.1~0.3％、锌酵

母2~5％、乳酸镁5~8％、维生素B  3~6％、乙酰胆碱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1.2中的亚麻籽仁浆液经70~90目筛过滤得到滤液，滤液经双级剪切式胶体磨高压均

质研磨，均质机调距为0.01~0.02mm，获得的超细乳状液的细化度为0.6~0.7μ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1.3中的喷雾干燥机的进风温度设置为180~220℃、出口温度为70~90℃，喷雾干燥时

间为0.5~1小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2.1中的天麻在水中浸泡48~52小时，取出，然后用切块机切成0.5cm*0.5cm方块。

5.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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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还涉及该食品的制作方法，属于食

品加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保障的改善，目前我国人口的平均

寿命显著提高，同时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

口已突破2.3亿，占总人口16.7％。庞大的老年人口需要大家切实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问

题，提高老年人自我保健和预防疾病的能力。科学研究发现60岁以后大脑细胞衰老速度开

始加快，记忆力下降及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发生率升高，目前我国现有老年痴呆患者

1000多万，同时每年新增30万。老年痴呆患者的症状表现为认知功能损害和精神异常，最终

生活无法自理，这不仅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也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至今为止老年痴呆症是无法治愈的，目前市面上的常规药物只能缓解老年痴呆症状，药效

很短，不能控制病情的发展。现在还没有药物能永久停止患者的脑萎缩，因此开发一种能减

缓老年人记忆力减退，提高老年人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0003] 亚麻籽仁中含有丰富的α‑亚麻酸和多种人体必需微量元素，其中钾含量最高。α‑

亚麻酸在人体内可以转化成维持脑神经运作的二十二碳六烯酸(DHA)，提供给大脑充足的

营养。人体内缺乏α‑亚麻酸容易导致欧米伽3脂肪酸摄入不足从而引起脑萎缩，对老年人来

说，缺乏α‑亚麻酸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生几率。经过多年医学理论论证与实践，天麻、龙眼

干、远志、益智仁、银杏叶、葡萄籽多种食用药材在减缓大脑细胞氧化和预防老年痴呆方面

有重要应用，并且无毒副作用。硒酵母、锌酵母、乳酸镁、维生素、乙酰胆碱中含有多种人体

必需的微量元素，具有改善和提高记忆力作用，可以开发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在亚麻籽仁基础上搭配其他中药材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发挥

各组分的协同作用，并通过特殊的提取、制备手段生产出一种安全无毒副作用的预防老年

痴呆的功能性食品。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原料包括质量百分比如下的各组分:亚麻籽仁

40～65％、天麻3～8％、龙眼干6～8％、远志5～15％、益智仁4～8％、银杏叶提取物1.5～

4.0％、葡萄籽提取物3～5％、硒酵母0.1～0.3％、锌酵母2～5％、乳酸镁5～8％、维生素B  3

～6％、乙酰胆碱1～3％。

[0007] 原料中的亚麻籽仁中含有α‑亚麻酸，属于人体必不可少的欧米伽3脂肪酸，α‑亚麻

酸在人体中经过一系列转化过程可以转变为维持脑神经运作的二十二碳六烯酸(DHA)，有

助于成人大脑的营养与保健，可以缓解脑部疲劳，减少脑神经损伤，进而有效预防老年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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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

[0008] 原料中的天麻富含天麻素，香荚兰素，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近代临床研究表

明，天麻所含的天麻素可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天麻注射液能改善脑部的血液流通，提高脑

部营养血液量，对改善老年人脑部血液流通，预防老年痴呆症有较好的功效。

[0009] 原料中还加入龙眼、远志和益智仁，根据中医理论和实践，龙眼、远志和益智仁具

有延缓大脑细胞衰老，提高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作用。

[0010] 原料中的银杏叶提取物中含有银杏黄酮，可以促进心脑血管中的血液循环，增强

脑神经功能，改善老年人的记忆力。

[0011] 原料中的葡萄籽提取物中含有原花青素，是一种纯天然植物提取的强力抗氧化

剂，可以通过血脑屏障，减少自由基对脑神经细胞的损伤。

[0012] 原料中的乙酰胆碱是中枢神经系统中最重要的神经递质之一，其主要功能是维持

意识的清醒，与学习、记忆密切相关，人的脑组织含有大量乙酰胆碱，但乙酰胆碱的含量会

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老年人与青年人相比乙酰胆碱含量下降30％，而老年痴呆患者脑

组织中乙酰胆碱下降更为严重，可达70％～80％。摄入适量的乙酰胆碱，可以促进激活脑神

经的传导功能，提高信息传递速度，增强大脑记忆能力，预防老年痴呆。

[0013] 原料中的硒酵母、锌酵母、乳酸镁、维生素B含有硒元素、锌元素、镁元素多种人体

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脑神经细胞具有营养和保护作用，可以改善记忆力、预防大脑淀

粉样性的病理变化，对老年痴呆具有预防作用。

[0014] 本发明还提供所述的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亚麻籽仁水溶粉制备：

[0016] 1.1)将所述的亚麻籽仁与水按1：1.25的质量比混合，然后加入蔗糖脂在高速磨碎

机中磨碎成浆液备用；

[0017] 1.2)将步骤1.1的浆液经过滤、胶体磨高压均质研磨，获得超细乳状液；

[0018] 1.3)将步骤1.2得到的超细乳状液在喷雾干燥机下干燥即得到超细水溶亚麻籽仁

粉末；

[0019] 2)天麻水溶粉制备：

[0020] 2 .1)将所述的天麻在水中浸泡，取出，切块，然后在高速磨碎机中磨碎成浆液备

用；

[0021] 2.2)将步骤2.1的经过滤、胶体磨高压均质研磨，获得超细乳状液；

[0022] 2 .3)将步骤2.2得到的超细乳状液在喷雾干燥机下干燥即得到超细天麻水溶粉

末；

[0023] 3)龙眼干、远志、益智仁水溶粉制备：

[0024] 将所述的龙眼干、远志、益智仁分别加入1‑5倍质量的水，在多功能食品蒸煮锅中

加热至60～100℃，保温40～60分钟，提取上层清液作为提取液，提取液经板框过滤，滤液经

浓缩，喷雾干燥获得龙眼干、远志、益智仁水溶粉；

[0025] 4)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

[0026] 4.1)将制备的亚麻籽仁水溶粉，天麻水溶粉及远志、龙眼干、益智仁水溶粉以及购

买的银杏叶提取物、葡萄籽提取物置入多维混合机混合20～30分钟；

[0027] 4.2)将硒酵母、锌酵母、乳酸镁、维生素B、乙酰胆碱置入台式5升小型混合机混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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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钟，然后取出转移至步骤4.1的多维混合机中，继续混合25～30分钟，取出分装即成

本品。

[002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作为优选的是，所述步骤1.2中的亚麻籽仁浆液需要经70‑90目

筛过滤得到滤液，滤液经双级剪切式胶体磨高压均质研磨，均质机调距为0.01～0.02mm，获

得的超细乳状液的细化度为0.6～0.7μm。原料经磨碎和打浆后得到浆液中会有大量表皮外

壳残留，会影响最终食品的口感和风味，需要经过70～90目筛过滤去除，并进行均质处理得

到超细乳状液，使得最终产品杂质更少，同时具有更好的口感和风味。

[0029]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作为优选的是，在步骤1.3中进行喷雾干燥时，喷雾干燥机的进

风温度设置为180～220℃、出口温度为70～90℃，喷雾干燥时间为0.5～1小时，控制喷雾干

燥的温度和时间可以避免在干燥的过程中亚麻籽仁中的α‑亚麻酸成分被喷雾干燥的高温

破坏，保证最终产品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003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作为优选的是，所述步骤2.1天麻水溶粉制备需要先将天麻在

水中浸泡48～52小时，取出，然后用切块机切成0.5cm*0.5cm方块。天麻属根茎类药材，材质

十分坚硬，采用传统煎煮工艺提取的提取率较低。本发明先将天麻经过长时间浸泡，切块，

用高速粉碎机粉碎的工艺可以使天麻的有效成分得到充分利用，而传统煎煮法只能提取出

天麻一部分成分。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技术特征，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阐

述。实施例只对本发明具有示例性作用，而不具有任何限制性的作用，本领域地技术人员在

本发明的基础上做出地任何非实质性修改，都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2] 实施例1

[0033] 按下列质量备料：

[0034] 亚麻籽仁:59.0kg天麻:8.0kg龙眼干:7.9kg远志:6.6kg益智仁:6.6kg银杏叶提取

物:4.5kg葡萄籽提取物:3.3kg硒酵母:0.1kg锌酵母:0.5kg乳酸镁:0.5kg维生素B:0.5kg乙

酰胆碱:0.4kg

[0035] 生产方法:

[0036] 1）亚麻籽仁水溶粉制备：

[0037] 1.1)将所述的亚麻籽仁与水按1：1.25的质量比混合，然后加入蔗糖脂在高速磨碎

机中磨碎成浆液备用；

[0038] 1 .2)将步骤1的浆液经80目筛过滤得到滤液，滤液经双级剪切式胶体磨高压均质

研磨，调距为0.02mm，获得细化度为0.7μm超细乳状液；

[0039] 1 .3)将步骤2得到的超细乳状液在喷雾干燥机下干燥，喷雾进风温度190℃，出口

风温度75℃，干燥0.5小时即得到超细水溶亚麻籽仁粉末；

[0040] 2)天麻水溶粉制备：

[0041] 2.1)将所述的天麻在水中浸泡50小时，取出，切成0.5cm*0.5cm方块，然后在高速

磨碎机中磨碎成浆液备用；

[0042] 2 .2)将步骤2.2得到的超细乳状液在喷雾干燥机下干燥即得到超细天麻水溶粉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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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2.3)将步骤5得到的超细乳状液在喷雾干燥机下干燥，喷雾进风温度190℃，出口

风温度75℃，干燥0.5小时即得到超细水溶亚麻籽仁粉末；

[0044] 3)龙眼干、远志、益智仁水溶粉制备：

[0045] 将所述的龙眼干、远志、益智仁分别加入1‑5倍质量的水，在多功能食品蒸煮锅中

加热至60～100℃，保温40～60分钟，提取上层清液作为提取液，提取液经板框过滤，滤液经

浓缩，喷雾干燥获得龙眼干、远志、益智仁水溶粉；

[0046] 4)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

[0047] 4.1)将制备的亚麻籽仁水溶粉，天麻水溶粉及龙眼干、远志、益智仁水溶粉以及购

买的银杏叶提取物、葡萄籽提取物置入多维混合机混合20分钟；

[0048] 4.2)将硒酵母、锌酵母、乳酸镁、维生素B、乙酰胆碱置入台式5升小型混合机混合5

分钟，然后取出转移至步骤8的多维混合机中，继续混合30分钟，取出分装即成本品。

[0049] 实施例2

[0050] 按下列质量备料：

[0051] 亚麻籽仁:55kg天麻:10.25kg龙眼干:8.0kg远志:7.2kg益智仁:7.0kg银杏叶提取

物:4.0kg葡萄籽提取物:4.0kg硒酵母:0.15kg锌酵母:0.6kg乳酸镁:0.8kg维生素B:0.5kg

乙酰胆碱:0.5kg。

[0052] 生产方法:

[0053] 1）亚麻籽仁水溶粉制备：

[0054] 1.1)将所述的亚麻籽仁与水按1：1.25的质量比混合，然后加入蔗糖脂在高速磨碎

机中磨碎成浆液备用；

[0055] 1 .2)将步骤1的浆液经80目筛过滤得到滤液，滤液经双级剪切式胶体磨高压均质

研磨，调距为0.02mm，获得细化度为0.7μm超细乳状液；

[0056] 1 .3)将步骤2得到的超细乳状液在喷雾干燥机下干燥，喷雾进风温度200℃，出口

风温度80℃，干燥1小时即得到超细水溶亚麻籽仁粉末；

[0057] 2)天麻水溶粉制备：

[0058] 2.1)将所述的天麻在水中浸泡52小时，取出，切成0.5cm*0.5cm方块，然后在高速

磨碎机中磨碎成浆液备用；

[0059] 2.2)将步骤4的浆液经80目筛过滤得到滤液，滤液经双级剪切式胶体磨高压均质

研磨，调距为0.02mm，获得细化度为0.7μm超细乳状液；

[0060] 2.3)将步骤5得到的超细乳状液在喷雾干燥机下干燥，喷雾进风温度200℃，出口

风温度90℃，干燥1小时即得到超细水溶亚麻籽仁粉末；

[0061] 3)龙眼干、远志、益智仁水溶粉制备：

[0062] 将所述的龙眼干、远志、益智仁分别加入1‑5倍质量的水，在多功能食品蒸煮锅中

加热至60～100℃，保温40～60分钟，提取上层清液作为提取液，提取液经板框过滤，滤液经

浓缩，喷雾干燥获得龙眼干、远志、益智仁水溶粉；

[0063] 4)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性食品的制备：

[0064] 4.1)将制备的亚麻籽仁水溶粉，天麻水溶粉及龙眼干、远志、益智仁水溶粉以及购

买的银杏叶提取物、葡萄籽提取物置入多维混合机混合30分钟；

[0065] 4.2)将硒酵母、锌酵母、乳酸镁、维生素B、乙酰胆碱置入台式5升小型混合机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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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钟，然后取出转移至步骤8的多维混合机中，继续混合30分钟，取出分装即成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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