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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蕉类假茎果脯及其制备方

法，所述果脯的制备原料包括芭蕉属植物假茎和

糖。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选取芭蕉

属植物假茎，经去皮、切片、预护色进行预处理，

然后经灭酶、硬化、纤维素酶处理，再进行渗透脱

水、糖煮处理，最后糖制，获得蕉类假茎果脯。本

发明利用芭蕉属植物假茎制备果脯，极大提高了

废弃芭蕉属植物茎杆的利用率，全面提高芭蕉属

植物种植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发明制得的蕉类果脯富含膳食纤维，其还含有

蛋白质、钾元素、多糖和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脂

肪含量低，口感细腻、酸甜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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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蕉类假茎果脯，其特征在于：所述果脯的制备原料包括芭蕉属植物假茎和糖，所

述果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选取芭蕉属植物假茎，经去皮、切片、预护色进行预

处理，然后经灭酶、硬化、纤维素酶处理，再进行渗透脱水、糖煮处理，最后糖制，获得蕉类假

茎果脯；所述预处理具体操作为：将芭蕉属植物假茎剥去外皮，切成薄蕉片，将切好的蕉片

立即放入1%‑2%  w/wNaHSO3溶液浸泡5‑10  min，进行预护色处理；所述灭酶操作为将预处理

后的蕉片放入95~100  ℃护色液中，所述护色液中含有质量百分浓度为0.1%‑0.4%柠檬酸、

0.05%‑0.2%维生素C和0.05%‑0.2%  NaHSO3，保持2‑5  min，进行灭酶处理；所述纤维素酶处

理操作为将已硬化并水洗后的蕉片置于0.5%‑1.5%  w/w纤维素酶溶液中酶解2‑4  h。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蕉类假茎果脯，其特征在于：所述果脯含糖量为40%~50%。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蕉类假茎果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硬化具体操作为：将灭酶处理后的蕉片放入0.5%‑1.5%  w/w  CaCl2溶液中，浸泡2‑4 

h，后水洗；所述渗透脱水具体操作为：将纤维素酶处理后的蕉片捞出，用清水漂洗干净，滤

干水分；将蕉片浸于0.8%~1.2  %w/w  NaCl和25%~35%w/w白砂糖混合溶液中，浸泡4‑5  h，所

述蕉片与混合溶液质量比为1∶（1.5~2.5）。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蕉类假茎果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糖煮具体操作

为：将渗透脱水后的蕉片投入95~105  ℃混合糖液中，所述混合糖液中含有质量百分浓度为

35%~45%白砂糖、4%~6%葡萄糖和0.2%~0 .4%柠檬酸，煮5~15  min后，加入混合糖液总质量

0.5%‑0.7%CMC‑Na，混匀，待冷却至45~55  ℃，加入0.08~0.12%w/w山梨酸钾，搅拌均匀，得含

蕉片的混合糖浆。

5.如权利要求3~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蕉类假茎果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糖制

采用真空渗透法或常压糖制法，所述真空渗透法具体操作为将糖煮后含蕉片的混合糖浆，

置于0.08~1.00  MPa真空度、30~40  ℃条件下，渗糖1.0~1.5  h，然后缓慢解除真空，解除真

空后继续浸渍2.5~3.5  h；所述常压糖制法的具体操作为将糖煮后含蕉片的混合糖浆，放置

40~55  ℃干燥箱，进行糖渍18~30  h；再加糖使糖液质量浓度为50%~60%，将其进行熬煮，再

进行糖渍18~30  h。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蕉类假茎果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干燥的具体操

作为：以水冲洗蕉片表面多余糖液，滤干水分，送入干燥箱中，先于70‑80  ℃干燥4‑6  h，再

于65‑70  ℃继续干燥16‑18  h。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蕉类假茎果脯，其特征在于：所述芭蕉属植物为香蕉和芭

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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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蕉类假茎果脯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蕉类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蕉类假茎果脯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香蕉、芭蕉等广泛种植于热带亚热带，是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经

济作物。生产香蕉、芭蕉果实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香蕉、芭蕉假茎，长期以来，除小部分用作

肥料外，大部分弃于野外，任其腐烂，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香蕉假茎和芭蕉假茎都含有

丰富的纤维(约40％)、粗蛋白约6.2％、粗脂肪约2.3％和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而目前相关

蕉类果脯主要是采用果肉进行制作。鉴于技术思维的局限，目前尚未将芭蕉属植物假茎制

果脯的技术，更缺乏将芭蕉属植物假茎制成果脯的工艺。故急需一种新技术，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鉴以此，本发明提出一种蕉类假茎果脯及其制备方法，提高芭蕉属植物茎杆的利

用率，制得的芭蕉属植物假茎果脯富含膳食纤维，还含有蛋白质、钾元素、多糖和微量元素

等营养成分，脂肪含量低，口感细腻、酸甜适宜。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一种蕉类假茎果脯，所述果脯的制备原料包括

芭蕉属植物假茎和糖。

[0005] 进一步的，所述果脯含糖量为40％～50％。

[0006]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蕉类假茎果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选取芭蕉属植

物假茎，经去皮、切片、预护色进行预处理，然后经灭酶、硬化、纤维素酶处理，再进行渗透脱

水、糖煮处理，最后糖制，获得蕉类假茎果脯。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纤维素酶处理操作为将已硬化并水洗后的蕉片置于0.5％‑1 .5％

w/w纤维素酶溶液中酶解2‑4h。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灭酶操作为将预处理后的蕉片放入95～100℃护色液中，所述护色

液中含有质量百分浓度为0.1％‑0 .4％柠檬酸、0.05％‑0 .2％维生素C和0.05％‑0 .2％

NaHSO3，保持2‑5min，进行灭酶处理。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预处理具体操作为：将芭蕉属植物假茎剥去外皮，切成薄蕉片，将

切好的蕉片立即放入1％‑2％w/w  NaHSO3溶液浸泡5‑10min，进行预护色处理；

[0010] 所述硬化具体操作为：将灭酶处理后的蕉片放入0.5％‑1 .5％w/w  CaCl2溶液中，

浸泡2‑4h，后水洗；

[0011] 所述渗透脱水具体操作为：将纤维素酶处理后的蕉片捞出，用清水漂洗干净，滤干

水分；将蕉片浸于0.8％～1.2％w/w  NaCl和25％～35％w/w白砂糖混合溶液中，浸泡4‑5h，

所述蕉片与混合溶液质量比为1∶(1.5～2.5)。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糖煮具体操作为：将渗透脱水后的蕉片投入95～105℃混合糖液

中，所述混合糖液中含有质量百分浓度为35％～45％白砂糖、4％～6％葡萄糖和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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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柠檬酸，煮5～15min后，加入混合糖液总质量0.5％‑0.7％CMC‑Na，混匀，待冷却至45

～55℃，加入0.08～0.12％w/w山梨酸钾，搅拌均匀，得含蕉片的混合糖浆。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糖制采用真空渗透法或常压糖制法，

[0014] 所述真空渗透法具体操作为将糖煮后含蕉片的混合糖浆，置于0.08～1.00MPa真

空度、30～40℃条件下，渗糖1.0～1.5h，然后缓慢解除真空，解除真空后继续浸渍2.5～

3.5h；

[0015] 所述常压糖制法的具体操作为将糖煮后含蕉片的混合糖浆，放置40～55℃干燥

箱，进行糖渍18～30h；再加糖使糖液质量浓度为50％～60％，将其进行熬煮，再进行糖渍18

～30h。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干燥的具体操作为：以水冲洗蕉片表面多余糖液，滤干水分，送入

干燥箱中，先于70‑80℃干燥4‑6h，再于65‑70℃继续干燥16‑18h。

[0017] 进一步的，所述芭蕉属植物为香蕉和芭蕉。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本发明突破技术思维的局限，利用芭蕉属植物假茎制备果脯，充分提高芭蕉属植

物茎杆的利用率，全面提高芭蕉属植物种植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本发明制

得的蕉类假茎果脯富含膳食纤维，其还含有蛋白质、钾元素、多糖和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

脂肪含量低，口感细腻、酸甜适宜。本发明的制备方法，更好保护果脯中的营养成分，同时使

其口感佳，为蕉类假茎果脯的推广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本发明利用柠檬酸和亚硫

酸氢钠护色液进行灭酶处理，更好保护果脯品质,且改善了果脯的口感。本发明利用特定浓

度的纤维素酶对蕉片进行酶解，降低部分纤维素，极大改善了果脯的口感。本发明制得的蕉

类假茎果脯营养口感佳，为芭蕉属植物假茎提供了更大的应用空间，也为新品种果脯提供

了较大的推广空间。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更好理解本发明技术内容，下面提供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蕉类假茎果脯，所述果脯的制备原料包括香蕉假茎和糖，所述果脯含糖量为

40～50％。

[0023] 上述蕉类假茎果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S1、原料：选择新鲜的香蕉假茎；

[0025] S2、预处理：将步骤S1的香蕉假茎剥去外皮，切成约1.0cm厚的薄蕉片，将切好的蕉

片立即放入1％w/w  NaHSO3溶液浸泡10min，进行预护色处理；

[0026] S3、灭酶：将步骤S2预处理后的蕉片放入95℃护色液中，所述护色液中含有质量百

分浓度为0.1％柠檬酸、0.05％维生素C和0.05％NaHSO3，保持5min，进行灭酶处理；

[0027] S4、硬化：将步骤S3灭酶处理后的蕉片放入0.5％w/w  CaCl2溶液中，浸泡4h，后水

洗；

[0028] S5、纤维素酶处理：将步骤S4已硬化并水洗处理的蕉片放到0.5％w/w纤维素酶的

溶液中酶解4h，降解部分纤维素；

[0029] S6、渗透脱水：将步骤S5纤维素酶处理后的蕉片捞出，用清水漂洗干净，滤干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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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蕉片浸于0.8％w/w  NaCl和25％w/w白砂糖混合溶液中，浸泡5h，所述蕉片与混合溶液质

量比为1：1.5；

[0030] S7、糖煮：将步骤S6渗透脱水后的蕉片投入95℃混合糖液中，所述混合糖液中含有

质量百分浓度为35％白砂糖、4％葡萄糖和0.2％柠檬酸，煮15min，加入混合糖液总质量

0.5％CMC‑Na，混匀，待冷却至约45℃，加入0.08％w/w山梨酸钾，搅拌均匀；

[0031] S8、糖制：采用真空渗透法，将步骤S7糖煮后含蕉片的混合糖浆，置于0.08MPa真空

度、约30℃条件下，渗糖1.5h，然后缓慢解除真空，解除真空后继续浸渍2.5h；

[0032] S9、干燥：以蒸馏水冲洗蕉片表面的多余糖液，滤干水分，送入干燥箱中，先于70℃

干燥6h，再于65℃继续干燥18h，干燥至表面透明，干爽不黏手为止；干燥中要注意烤盘的装

载量及厚度，干燥过程中可以进行翻盘或倒盘，使果脯受热均匀；

[0033] S10、包装：真空包装。

[0034] 实施例2

[0035] 一种蕉类假茎果脯，所述果脯的制备原料包括芭蕉假茎和糖，所述果脯含糖量为

40～50％。

[0036] 上述蕉类假茎果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S1、原料：选择新鲜的芭蕉假茎；

[0038] S2、预处理：将步骤S1的芭蕉假茎剥去外皮，切成约1.0cm厚的薄蕉片，将切好的蕉

片立即放入2％w/w  NaHSO3溶液浸泡5min，进行预护色处理；

[0039] S3、灭酶：将步骤S2预处理后的蕉片放入100℃护色液中，所述护色液中含有质量

百分浓度为0.4％柠檬酸、0.2％维生素C和0.2％NaHSO3，保持2min，进行灭酶处理；

[0040] S4、硬化：将步骤S3灭酶处理后的蕉片放入1.5％w/w  CaCl2溶液中，浸泡2h，后水

洗；

[0041] S5、纤维素酶处理：将步骤S4已硬化并水洗处理的蕉片放到1.5％w/w纤维素酶的

溶液中酶解2h，降解部分纤维素；

[0042] S6、渗透脱水：将步骤S5纤维素酶处理后的蕉片捞出，用清水漂洗干净，滤干水分；

将蕉片浸于1.2％w/w  NaCl和35％w/w白砂糖混合溶液中，浸泡4h，所述蕉片与混合溶液质

量比为1：2.5；

[0043] S7、糖煮：将步骤S6渗透脱水后的蕉片投入105℃混合糖液中，所述混合糖液中含

有质量百分浓度为45％白砂糖、6％葡萄糖和0.4％柠檬酸，煮5min，加入混合糖液总质量

0.7％CMC‑Na，混匀，待冷却至约55℃，加入0.12％w/w山梨酸钾，搅拌均匀；

[0044] S8、糖制：采用真空渗透法，将步骤S7糖煮后含蕉片的混合糖浆，置于1.00MPa真空

度、约40℃条件下，渗糖1.0h，然后缓慢解除真空，解除真空后继续浸渍3.5h；

[0045] S9、干燥：以蒸馏水冲洗蕉片表面的多余糖液，滤干水分，送入干燥箱中，先于80℃

干燥4h，再于70℃继续干燥18h，干燥至表面透明，干爽不黏手为止；干燥中要注意烤盘的装

载量及厚度，干燥过程中可以进行翻盘或倒盘，使果脯受热均匀；

[0046] S10、包装：真空包装。

[0047] 实施例3

[0048] 一种蕉类假茎果脯，所述果脯的制备原料包括香蕉假茎和糖，所述果脯含糖量为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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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上述蕉类假茎果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S1、原料：选择新鲜的香蕉假茎；

[0051] S2、预处理：将步骤S1的香蕉假茎剥去外皮，切成约1.0cm厚的薄蕉片，将切好的蕉

片立即放入1.5％w/w  NaHSO3溶液浸泡8min，进行预护色处理；

[0052] S3、灭酶：将步骤S2预处理后的蕉片放入100℃护色液中，所述护色液中含有质量

百分浓度为0.3％柠檬酸、0.1％维生素C和0.15％NaHSO3，保持3min，进行灭酶处理；

[0053] S4、硬化：将步骤S3灭酶处理后的蕉片放入1.0％w/w  CaCl2溶液中，浸泡3h，后水

洗；

[0054] S5、纤维素酶处理：将步骤S4已硬化并水洗处理的蕉片放到1.0％w/w纤维素酶的

溶液中酶解3h，降解部分纤维素；

[0055] S6、渗透脱水：将步骤S5纤维素酶处理后的蕉片捞出，用清水漂洗干净，滤干水分；

将蕉片浸于1.0％w/w  NaCl和30％w/w白砂糖混合溶液中，浸泡4h，所述蕉片与混合溶液质

量比为1：2；

[0056] S7、糖煮：将步骤S6渗透脱水后的蕉片投入100℃混合糖液中，所述混合糖液中含

有质量百分浓度为40％白砂糖、5％葡萄糖和0.3％柠檬酸，煮10min，加入混合糖液总质量

0.6％CMC‑Na，混匀，待冷却至约50℃，加入0.1％w/w山梨酸钾，搅拌均匀；

[0057] S8、糖制：采用真空渗透法，将步骤S7糖煮后含蕉片的混合糖浆，置于0.09MPa真空

度、约40℃条件下，渗糖1h，然后缓慢解除真空，解除真空后继续浸渍3h；

[0058] S9、干燥：以蒸馏水冲洗蕉片表面的多余糖液，滤干水分，送入干燥箱中，先于75℃

干燥5h，再于65℃继续干燥17h，干燥至表面透明，干爽不黏手为止；干燥中要注意烤盘的装

载量及厚度，干燥过程中可以进行翻盘或倒盘，使果脯受热均匀；

[0059] S10、包装：真空包装。

[0060] 实施例4

[0061] 一种蕉类假茎果脯，所述果脯的制备原料包括香蕉假茎和糖，所述果脯含糖量为

40～50％。

[0062] 上述蕉类假茎果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S1、原料：选择新鲜的香蕉假茎；

[0064] S2、预处理：将步骤S1的香蕉假茎剥去外皮，切成约1.0cm厚的薄蕉片，将切好的蕉

片立即放入2％w/wNaHSO3溶液浸泡5min，进行预护色处理；

[0065] S3、灭酶：将步骤S2预处理后的蕉片放入100℃护色液中，所述护色液中含有质量

百分浓度为0.2％柠檬酸、0.1％维生素C和0.1％NaHSO3，保持3min，进行灭酶处理；

[0066] S4、硬化：将步骤S3灭酶处理后的蕉片放入0.5％w/w  CaCl2溶液中，浸泡4h，后水

洗；

[0067] S5、纤维素酶处理：将步骤S4已硬化并水洗处理的蕉片放到1.5％w/w纤维素酶的

溶液中酶解2h，降解部分纤维素；

[0068] S6、渗透脱水：将步骤S5纤维素酶处理后的蕉片捞出，用清水漂洗干净，滤干水分；

将蕉片浸于1.0％w/w  NaCl和30％w/w白砂糖混合溶液中，浸泡4h，所述蕉片与混合溶液质

量比为1：2；

[0069] S7、糖煮：将步骤S6渗透脱水后的蕉片投入100℃混合糖液中，所述混合糖液中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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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质量百分浓度为40％白砂糖、5％葡萄糖和0.3％柠檬酸，煮10min，加入混合糖液总质量

0.5％CMC‑Na，混匀，待冷却至约50℃，加入0.1％w/w山梨酸钾，搅拌均匀；

[0070] S8、糖制：采用真空渗透法，将步骤S7糖煮后含蕉片的混合糖浆，置于0.09MPa真空

度、约40℃条件下，渗糖1h，然后缓慢解除真空，解除真空后继续浸渍3h；

[0071] S9、干燥：以蒸馏水冲洗蕉片表面的多余糖液，滤干水分，送入干燥箱中，先于80℃

干燥4h，再于65℃继续干燥18h，干燥至表面透明，干爽不黏手为止；干燥中要注意烤盘的装

载量及厚度，干燥过程中可以进行翻盘或倒盘，使果脯受热均匀；

[0072] S10、包装：真空包装。

[0073] 实施例5

[0074] 一种蕉类假茎果脯，所述果脯的制备原料包括芭蕉假茎和糖，所述果脯含糖量为

40～50％。

[0075] 上述蕉类假茎果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6] S1、原料：选择新鲜的芭蕉假茎；

[0077] S2、预处理：将步骤S1的芭蕉假茎剥去外皮，切成约1.0cm厚的薄蕉片，将切好的蕉

片立即放入2％w/wNaHSO3溶液浸泡5min，进行预护色处理；

[0078] S3、灭酶：将步骤S2预处理后的蕉片放入100℃护色液中，所述护色液中含有质量

百分浓度为0.3％柠檬酸、0.1％维生素C和0.15％NaHSO3，保持3min，进行灭酶处理；

[0079] S4、硬化：将步骤S3灭酶处理后的蕉片放入1.0％w/w  CaCl2溶液中，浸泡3h，后水

洗；

[0080] S5、纤维素酶处理：将步骤S4已硬化并水洗处理的蕉片放到1.0％w/w纤维素酶的

溶液中酶解3h，降解部分纤维素；

[0081] S6、渗透脱水：将步骤S5纤维素酶处理后的蕉片捞出，用清水漂洗干净，滤干水分；

将蕉片浸于1.0％w/w  NaCl和30％w/w白砂糖混合溶液中，浸泡4h，所述蕉片与混合溶液质

量比为1：2；

[0082] S7、糖煮：将步骤S6渗透脱水后的蕉片投入100℃混合糖液中，所述混合糖液中含

有质量百分浓度为40％白砂糖、5％葡萄糖和0.3％柠檬酸，煮10min，加入混合糖液总质量

0.6％CMC‑Na，混匀，待冷却至约50℃，加入0.1％w/w山梨酸钾，搅拌均匀；

[0083] S8、糖制：采用常压糖制法，将步骤S7糖煮后的蕉片和混合糖浆，放置45℃干燥箱，

进行糖渍24h；再加糖使糖液质量浓度为50％，将其进行熬煮，再进行糖渍24h；

[0084] S9、干燥：以蒸馏水冲洗蕉片表面的多余糖液，滤干水分，送入干燥箱中，先于80℃

干燥4h，再于70℃继续干燥16h，干燥至表面透明，干爽不黏手为止；干燥中要注意烤盘的装

载量及厚度，干燥过程中可以进行翻盘或倒盘，使果脯受热均匀；

[0085] S10、包装：真空包装。

[0086] 实施例6

[0087] 一种蕉类假茎果脯，所述果脯的制备原料包括香蕉假茎和糖，所述果脯含糖量为

40～50％。

[0088] 上述蕉类假茎果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9] S1、原料：选择新鲜的香蕉假茎；

[0090] S2、预处理：将步骤S1的香蕉假茎剥去外皮，切成约0.8cm厚的薄蕉片，将切好的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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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立即放入2％w/wNaHSO3溶液浸泡8min，进行预护色处理；

[0091] S3、灭酶：将步骤S2预处理后的蕉片放入100℃护色液中，所述护色液中含有质量

百分浓度为0.35％柠檬酸、0.2％维生素C和0.2％NaHSO3，保持4min，进行灭酶处理；

[0092] S4、硬化：将步骤S3灭酶处理后的蕉片放入1.5％w/w  CaCl2溶液中，浸泡2h，后水

洗；

[0093] S5、纤维素酶处理：将步骤S4已硬化并水洗处理的蕉片放到0.05％w/w纤维素酶的

溶液中酶解4h，降解部分纤维素；

[0094] S6、渗透脱水：将步骤S5纤维素酶处理后的蕉片捞出，用清水漂洗干净，滤干水分；

将蕉片浸于1.0％w/w  NaCl和30％w/w白砂糖混合溶液中，浸泡4h，所述蕉片与混合溶液质

量比为1：2；

[0095] S7、糖煮：将步骤S6渗透脱水后的蕉片投入100℃混合糖液中，所述混合糖液中含

有质量百分浓度为40％白砂糖、5％葡萄糖和0.3％柠檬酸，煮10min，加入混合糖液总质量

0.5％CMC‑Na，混匀，待冷却至约50℃，加入0.1％w/w山梨酸钾，搅拌均匀；

[0096] S8、糖制：采用真空渗透法，将步骤S7糖煮后含蕉片的混合糖浆，置于0.09MPa真空

度、约30℃条件下，渗糖约1.5h，然后缓慢解除真空，解除真空后继续浸渍3h；

[0097] S9、干燥：以蒸馏水冲洗蕉片表面的多余糖液，滤干水分，送入干燥箱中，先于80℃

干燥4h，再于70℃继续干燥18h，干燥至表面透明，干爽不黏手为止；干燥中要注意烤盘的装

载量及厚度，干燥过程中可以进行翻盘或倒盘，使果脯受热均匀；

[0098] S10、包装：真空包装。

[0099] 实施例7

[0100]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述步骤S8，采用常压糖制法，将步骤S7糖煮后

的蕉片和混合糖浆，放置40℃干燥箱，进行糖渍30h；再加糖使糖液质量浓度为55％，将其进

行熬煮，再进行糖渍18h。

[0101] 实施例8

[010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所述步骤S8，采用常压糖制法，将步骤S7糖煮后

的蕉片和混合糖浆，放置55℃干燥箱，进行糖渍18h；再加糖使糖液质量浓度为60％，将其进

行熬煮，再进行糖渍30h。

[0103] 实施例9

[0104]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所述步骤S8，采用常压糖制法，将步骤S7糖煮后

的蕉片和混合糖浆，放置50℃干燥箱，进行糖渍24h；再加糖使糖液质量浓度为50％，将其进

行熬煮，再进行糖渍24h。

[0105] 对比例1

[0106]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无灭酶操作，将预处理后的蕉片直接进行硬化。

[0107] 对比例2

[0108]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无纤维素酶处理操作，将硬化后的蕉片直接进行

渗透脱水。

[0109] 一、将本发明的实施例1～9以及对比例1～2制得的蕉类假茎果脯进行品质检测，

检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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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0111]

[0112] 上述结果表明，本发明实施例1～9制得的蕉类假茎果脯的品质特征为：含糖量

40％‑45％、膳食纤维含量20％‑24％、水分含量17％‑19％、蛋白质含量5.3％‑5.8％、脂肪

含量1.5％‑1.8％、钾含量2200‑2500μg/mL，pH3.2～3.4。表明本发明的蕉类假茎果脯富含

膳食纤维，其还含有蛋白质、钾元素、多糖和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脂肪含量低，而且口感细

腻、酸甜适宜。而对比例1～2制得的蕉类假茎果脯，含有的膳食纤维偏高，导致其口感粗糙，

难以下咽。表明本发明的制备方法极大提高的蕉类假茎果脯的口感，使其更容易受到人们

喜爱，更易于推广、应用。

[011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7/7 页

9

CN 107950734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