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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烘烤型膨化食品加工技术领域，

具体公开了一种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步骤(1)：将包含马铃薯粉的粉料和

液料混合成得混合料；步骤(2)：将获得的混合料

进行熟成处理，所述的熟成处理包括依次进行的

辊压、静置以及破碎工艺；步骤(3)：将熟成的物

料再经压片、成型得坯料；步骤(4)：将获得的坯

料进行烘烤制得所述的薯片本发明的制备工艺，

在现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所述的熟成工艺，可以

有效解决改善压片过程不连续易断裂等情况，还

可改善坯体表面光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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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包含马铃薯粉的粉料和液料混合成得混合料；

步骤(2)：将获得的混合料进行熟成处理，所述的熟成处理包括依次进行的辊压、静置

以及破碎工艺；

步骤(3)：将熟成的物料再经压片、成型得坯料；

步骤(4)：将获得的坯料进行烘烤制得所述的薯片。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料还选择性

包含辅助原料，所述的辅助原料包含糖粉、变性淀粉、玉米粉、全脂奶粉、食用盐中的至少一

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液料为体积比

为1:45-1:50的油和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粉料和液料的重量比

为5：3～4。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熟成处理的时

间为3～15min。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熟成处理的时

间为6～10min；

优选地，静置熟化的时间为熟成处理的70～90％，进一步优选为83～85％。

7.如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辊压形成片状料，

且所述的片状料含有若干由辊压过程形成的垂直于辊压方向的垅体，各垅体之间相互平

行，相邻垅体的间距为5～18mm。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相邻垅体的间距为8

～12mm。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下火烘烤过程

的温度为140℃-180℃、上火烘烤过程的温度为220℃-320℃。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整个的烘烤时间为

3-6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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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属于烘烤型膨化食品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薯片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薯片制品不但食用方便、香脆可口、包装精美，而且营养丰富、便于贮携，已成为当

今世界上流行最广泛的马铃薯食品，也是重要的方便食品和休闲食品。

[0003] 随着马铃薯食品加工工艺的不断改进，马铃薯薯片制品的种类也不断增加。例如，

第一种为以鲜马铃薯为原料加工成的薯片制品有：马铃薯虾片、烤马铃薯片、脱水马铃薯

片、油炸马铃薯片、速冻薯片、真空油炸马铃薯脆片、低脂油炸薯片、马铃薯酥糖片、风味马

铃薯脯；第二种为以马铃薯粉等为配料加工成的复合型薯片制品有：油炸成型马铃薯片、烘

烤成型马铃薯片、酥香马铃薯片、风味马铃薯膨化薯片、中空薯片。因原材料和地域的限制，

具有发展眼光的企业开始借助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着手开发复合型薯片。

[0004] 但现有薯片的生产主要在于口味的调制以及薯片形态的控制，对基础制备工艺上

的研究不多，例如：现有烘烤型复合薯片的主要制备工艺为：

[0005] (粉料配制+液料配制)→粉料与液体混合→原料输送→压片→成型→坯料输送→

烘烤→调味→冷却→包装。

[0006] 现有制备方法存在压片过程不连续易断裂、表面粗糙等问题，导致产品浪费大、出

品率降低。

发明内容

[0007] 为解决现有薯片制备方法存在的压片不连续易断裂、表面粗糙等技术问题；本发

明提供了一种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旨在提高薯片混合后原料的熟成度，改善压片

不连续易断裂和表面粗糙的问题。

[0008] 一种烘烤型复合薯片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1)：将包含马铃薯粉的粉料和液料混合得混合料；

[0010] 步骤(2)：将获得的混合料进行熟成处理，所述的熟成处理包括依次进行的辊压、

静置(熟化)以及破碎工艺；

[0011] 步骤(3)：将熟成的物料再经压片、成型得坯料；

[0012] 步骤(4)：将获得的坯料进行烘烤制得所述的薯片。

[0013] 本发明的制备工艺，在现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所述的熟成工艺，可以有效解决改

善压片过程不连续易断裂等情况，还可改善坯体表面光滑度。

[0014] 本发明可采用现有物料以及工艺制得所述的混合料，所述的混合料为可捏合成团

的颗粒料。

[0015] 所述的粉料以及液料均可采用现有常规的配方。

[0016] 作为优选，所述的粉料，除包含所述的马铃薯粉外，还选择性包含辅助原料，所述

的辅助原料例如为糖粉、变性淀粉、玉米粉、全脂奶粉、食用盐等的至少一种。辅助原料的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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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量以及添加比例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0017] 作为优选，所述的液料为油和水混合液。所述的油和水的比例可根据使用需求进

行调整。

[0018] 例如，所述的液料为体积比为1:45-1:50的油和水。

[0019] 作为优选，所述的粉料和液料的重量比为5：3～4。

[0020] 现有工艺中，通常是将所述的混合料直接进行压片处理，但如此会存在难于成型、

形成较多成型废料等诸多问题，为改善该问题，本发明创新地预先对混合料进行所述的熟

成，如此能够改善成型率，减少破损，提升原来的成品率。

[0021] 本发明中，所述的熟成处理包括依次进行的辊压以及破碎工艺。也即是，预先将所

述的混合料进行辊压、静置，形成初始压片，随后再将该初始压片进行破碎处理。

[0022] 实质生产过程中，混合料连续地经滚轮进行辊压形成初始压片、形成的初始压片

连续地经传送机构输送(运送阶段可以理解为静置(熟化)阶段)至破碎工段，并连续地流经

破碎工段，完成熟成操作。

[0023] 本发明人研究发现，熟成时间(连续流经辊压、传送以及破碎)是保证成型率以及

成品率的关键。

[0024] 作为优选，所述的熟成处理的时间为3～15min；进一步优选为6～10min。研究发

现，控制在该熟成时间特别是优选的时间下，可以有效控制成型效果，降低成型破碎，有效

提升薯片的成品率。

[0025] 进一步优选，静置熟化的时间为熟成处理的70～90％，优选为83～85％。

[0026] 研究发现，在控制熟成过程时间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辊压的垅体间距，可以进一

步改善后续的成型率，改善薯片成品率。

[0027] 作为优选，辊压形成片状料，且所述的片状料含有若干由辊压过程形成的垂直于

辊压方向的垅体，各垅体之间相互平行，各相邻垅体间距为5～18mm；优选为8～12mm。

[0028] 本发明中，将所述的熟成的物料经过常规的压片、成型、烘烤、调味、冷却、包装等

工艺，制得所述的薯片。

[0029] 作为优选，下火烘烤过程的温度为140℃-180℃、上火烘烤过程的温度为  220℃-

320℃。

[0030] 作为优选，整个阶段的烘烤时间为3-6min。

[0031] 本发明的整体工艺为：

[0032] (粉料配制+液料配制)→粉料与液体混合→原料输送→熟成处理→压片→成型→

坯料输送→烘烤→调味→冷却→包装。

[0033] 有益效果

[0034] 1、通过新增的熟成工艺，可有效改善压片不连续易断裂情况及坯体表面光滑度。

[0035] 2、进一步控制熟成过程中的垅体的间距、熟成时间这两个条件，可以进一步改善

成型效果。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实施例1步骤5的第一道辊轮压片后的图；

[0037] 图2为实施例1步骤5的第三道辊轮压片后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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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图3为实施例1步骤7的烘烤后薯片图；

[0039] 图4为实施例2步骤5的第一道辊轮压片后的图；

[0040] 图5为实施例2步骤5的第三道辊轮压片后的图；

[0041] 图6为实施例2步骤7的烘烤后薯片图；

[0042] 图7为对比例1步骤4的第一道辊轮压片后的图；

[0043] 图8为对比例1步骤4的第三道辊轮压片后的图；

[0044] 图9为对比例1步骤6的烘烤后薯片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实施例1：

[0046] 1 .粉料配制：马铃薯粉100kg、糖粉12kg、变性淀粉20kg、玉米粉4kg、全脂奶粉

1.5kg、食用盐0.6kg、小苏打1.4kg、乳化剂1.3kg；

[0047] 2.液料配制：准备比例为1:48的油和水；

[0048] 3.物料混合：将粉料过筛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按10：7与液料搅拌均匀；

[0049] 4.熟成处理：混合物料经滚轮辊压、控制初始压片垅体的间距为8mm，将初始压片

传送至破碎阶段(传送时间(静置熟化时间)为8.5min)进行破碎剪切成小片料，总熟成时间

为10min；

[0050] 5 .压片：将步骤4的小片料通过输送道输送至第一道辊轮将物料压成连片状(图

1)，并连续地通过第二、三道辊轮将片状压薄至1mm(图2)；

[0051] 6.成型：通过压花辊将物料成型成所需形状，输送至烤炉烘烤；

[0052] 7.烘烤：下火温度140℃-180℃、上火温度220℃-320℃，烘烤时间3-4分钟；

[0053] 8、调味：通过振动筛将所需要的调味粉按照比例撒在烘烤后薯片的表面；

[0054] 9、冷却包装：通过冷却输送带冷却，最后进行包装，成品如图3所示。

[0055] 10、按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薯片生产。测试发现成型出品率(成型出品率＝  (投入

量-成型废料)/投入量)为98％，成品率出品率为81％(成品出品率＝成品净含量/投入量)。

[0056] 实施例2：

[0057] 1 .粉料配制：马铃薯粉100kg、糖粉12kg、变性淀粉20kg、玉米粉4kg、全脂奶粉

1.5kg、食用盐0.6kg、小苏打1.4kg、乳化剂1.3kg；

[0058] 2.液料配制：准备比例为1:48的油和水；

[0059] 3 .物料混合：物料混合：将粉料过筛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按10：7与液料搅拌均

匀；

[0060] 4.熟成处理：混合物料经滚轮辊压、控制初始压片垅体的间距为12mm，将初始压片

传送至破碎阶段(传送时间(静置熟化时间)为5min)进行破碎剪切成小片料，总熟成时间为

6min；

[0061] 5 .压片：将步骤4的小片料通过输送道输送至第一道辊轮将物料压成连片状(图 

4)，并连续地通过第二、三道辊轮将片状压薄至1mm(图5)；

[0062] 6.成型：通过压花辊将物料成型成所需形状，输送至烤炉烘烤；

[0063] 7.烘烤：下火温度150℃-190℃、上火温度220℃-340℃，烘烤时间3-4分钟；

[0064] 8.调味：通过振动筛将所需要的调味粉按照比例撒在烘烤后薯片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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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9.冷却包装：通过冷却输送带冷却，最后进行包装，成品图见图6。

[0066] 按实施例2的方法进行薯片生产，测试发现成型出品率为97％，成品率出品率为 

79％。

[0067] 实施例3：

[0068] 1 .粉料配制：马铃薯粉100kg、糖粉12kg、变性淀粉20kg、玉米粉4kg、全脂奶粉

1.5kg、食用盐0.6kg、小苏打1.4kg、乳化剂1.3kg；

[0069] 2.液料配制：准备比例为1:48的油和水；

[0070] 3.物料混合：将粉料过筛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按10：7与液料搅拌均匀

[0071] 4.熟成处理：混合物料经滚轮辊压、控制初始压片垅体的间距为5mm，将初始压片

传送至破碎阶段(传送时间(静置熟化时间)为13min)进行破碎剪切成小片料，总熟成时间

为15min；

[0072] 5.压片：将步骤4的小片料输送至第一道辊轮将物料压成连片状，通过第二、三道

辊轮将片状压薄至1mm；

[0073] 6.成型：通过压花辊将物料成型成所需形状，输送至烤炉烘烤；

[0074] 7.烘烤：下火温度140℃-180℃、上火温度220℃-320℃，烘烤时间3-4分钟；

[0075] 8.调味：通过振动筛将所需要的调味粉按照比例撒在烘烤后薯片的表面；

[0076] 9.冷却包装：通过冷却输送带冷却，最后进行包装。

[0077] 按实施例3的方法进行说薯片生产，测试发现成型出品率为96％，成品率出品率为

70％。

[0078] 实施例4

[0079] 1 .粉料配制：马铃薯粉100kg、糖粉12kg、变性淀粉20kg、玉米粉4kg、全脂奶粉

1.5kg、食用盐0.6kg、小苏打1.4kg、乳化剂1.3kg；

[0080] 2.液料配制：准备比例为1:48的油和水；

[0081] 3.物料混合：将粉料过筛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按10：7与液料搅拌均匀；

[0082] 4.熟成处理：混合物料经滚轮辊压、控制初始压片垅体的间距为18mm，将初始压片

传送至破碎阶段(传送时间(静置熟化时间)为2.3min)进行破碎剪切成小片料，总熟成时间

为3min；

[0083] 5.压片：将步骤4的小片料通过输送到输送至第一道辊轮将物料压成连片状，通过

第二、三道辊轮将片状压薄至1mm；

[0084] 6.成型：通过压花辊将物料成型成所需形状，输送至烤炉烘烤；

[0085] 7.烘烤：下火温度140℃-180℃、上火温度220℃-320℃，烘烤时间3-4分钟；

[0086] 8.调味：通过振动筛将所需要的调味粉按照比例撒在烘烤后薯片的表面；

[0087] 9.冷却包装：通过冷却输送带冷却，最后进行包装。

[0088] 按实施例4的方法进行薯片生产，测试发现成型出品率为93％，成品率出品率为

69％。

[0089] 对比例1：

[0090] 和实施例1相比，区别仅在于，未进行所述的熟成处理，具体为：

[0091] 1 .粉料配制：马铃薯粉100kg、糖粉12kg、变性淀粉20kg、玉米粉4kg、全脂奶粉

1.5kg、食用盐0.6kg、小苏打1.4kg、乳化剂1.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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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2.液料配制：准备比例为1:48的油和水；

[0093] 3.物料混合：物料混合：将粉料过筛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按比例10：7与液料搅拌

均匀；

[0094] 4.压片：通过输送到输送至第一道辊轮将物料压成连片状(图7)，通过第二、三道

辊轮将片状压薄至1mm(图8)；

[0095] 5.成型：通过压花辊将物料成型成所需形状，输送至烤炉烘烤；

[0096] 6.烘烤：下火温度150℃-190℃、上火温度220℃-340℃，烘烤时间3-4分钟；

[0097] 7.调味：通过振动筛将所需要的调味粉按照比例撒在烘烤后薯片的表面；

[0098] 8.冷却包装：通过冷却输送带冷却，最后进行包装(图9)。

[0099] 按对比例1的方法进行薯片生产，测试发现成型出品率为90％，成品率出品率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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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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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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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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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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