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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速溶猕猴桃纯粉及其制

备方法，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将猕猴桃磨砂

去皮后，经酶解、匀浆、超高压处理、浓缩、干燥、

粉碎后过筛制得猕猴桃纯粉。本发明生产工艺简

单，可操作性强，成本低廉，易于实现标准化、规

范化、工厂化生产，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制得的

猕猴桃粉健康营养，无任何添加剂，是一种老少

咸宜、经济实惠的绿色食品，且食用方便、便于携

带和贮藏，不易吸湿结块、分层沉淀；可与其它果

蔬粉复合，改善单一果蔬粉的营养、风味、加工等

特性，也可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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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速溶猕猴桃纯粉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原料预处理：将新鲜猕猴桃洗净后、磨砂去皮，然后将果肉与果芯分离；

2)酶解：加入纤维素酶对猕猴桃果芯进行酶解处理；

3)混合匀浆：将酶解处理后的猕猴桃果芯与果肉混合后，进行充氮匀浆处理，制得猕猴

桃浆；

4)杀菌：将猕猴桃浆装入聚乙烯袋中并真空封口，进行超高压杀菌处理；

5)浓缩与干燥：采用真空浓缩处理使猕猴桃浆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45％，然后进行

真空低温干燥；

6)粉碎过筛：将干燥后的产品冷却后进行粉碎，过60～80目筛，制得速溶猕猴桃纯粉，

制得的速溶猕猴桃纯粉用80℃热水溶解，溶解时间不超过15s；

其中，步骤2)所述酶解处理，是采用纤维素酶，酶解时间为2.5～3h，酶解温度为35℃；

其中，纤维素酶的添加量为24000～28000U/kg；

步骤3)中，充氮匀浆处理是采用组织捣碎匀浆机，在转速为3000～4000r/min的条件

下，处理15～20min；

步骤4)中，超高压杀菌处理是在400MPa下，于25～35℃，保压处理10～20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速溶猕猴桃纯粉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真空浓

缩的真空度为60～300Pa，处理温度为40～6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速溶猕猴桃纯粉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真空低

温干燥是在真空度为60～300Pa件下，先在65～70℃温度条件下干燥80～100min后，降低温

度至45～50℃，再干燥20～4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速溶猕猴桃纯粉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后还包括将

制得的速溶猕猴桃粉充氮包装的步骤，具体是将速溶猕猴桃粉分装于铝箔袋中，充氮封口

包装。

5.采用权利要求1～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制得的速溶猕猴桃纯粉，其特征在于，制

得的速溶猕猴桃纯粉用80℃热水溶解，溶解时间不超过1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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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速溶猕猴桃纯粉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速溶猕猴桃纯粉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猕猴桃以富含维生素C著称，其所含Vc在人体内的利用率高达94％。它也含有丰富

的钙、磷、铁等矿物质以及多酚类天然抗氧化物质，对保持人体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被

认为是一种极具保健价值的水果。随着猕猴桃大规模商业化栽培面积的迅速扩大，产量大

幅度增加，因其高水分含量(>80％)而容易导致腐烂变质，销售、贮藏和加工问题也随之产

生。

[0003] 新鲜猕猴桃不易贮藏，鲜食经济效益低，用于加工成猕猴桃粉可以提高原料的综

合利用率，增加其经济价值，食用方便且耐储存。但是，猕猴桃粉易出现吸湿结块、溶解后分

层沉淀现象，这严重阻碍了猕猴桃粉加工的快速发展，因此，亟需一种新的加工技术来有效

解决这一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速溶猕猴桃纯粉及其制备方法，该方法工艺简单，可

操作性强，成本低廉，易于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工厂化生产；经本方法制得的猕猴桃粉果香

浓郁，口感酸甜适中，营养价值极高，速溶性好，不易出现吸湿结块、分层沉淀现象。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速溶猕猴桃纯粉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原料预处理：将新鲜猕猴桃洗净后、磨砂去皮，然后将果肉与果芯分离；

[0008] 2)酶解：加入纤维素酶对猕猴桃果芯进行酶解处理；

[0009] 3)混合匀浆：将酶解处理后的猕猴桃果芯与果肉混合后，进行充氮匀浆处理，制得

猕猴桃浆；

[0010] 4)杀菌：将猕猴桃浆装入聚乙烯袋中并真空封口，进行超高压杀菌处理；

[0011] 5)浓缩与干燥：采用真空浓缩处理使猕猴桃浆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45％，然后

进行真空低温干燥；

[0012] 6)粉碎过筛：将干燥后的产品冷却后进行粉碎，过60～80目筛，制得速溶猕猴桃纯

粉。

[0013] 步骤2)所述酶解处理，是采用纤维素酶，酶解时间为2.5～3h，酶解温度为35℃；其

中，纤维素酶的添加量为24000～28000U/kg。

[0014] 步骤3)中，充氮匀浆处理是采用组织捣碎匀浆机，在转速为3000～4000r/min的条

件下，处理15～20min。

[0015] 步骤4)中，超高压杀菌处理是在400MPa下，于25～35℃，保压处理10～20min。

[0016] 步骤5)中，真空浓缩的真空度为60～300Pa，处理温度为40～60℃。

[0017] 步骤5)中，真空低温干燥是在真空度为60～300Pa件下，先在65～70℃温度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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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80～100min后，降低温度至45～50℃，再干燥20～40min。

[0018] 步骤6)后还包括将制得的速溶猕猴桃粉充氮包装的步骤，具体是将速溶猕猴桃粉

分装于铝箔袋中，充氮封口包装。

[0019] 本发明还公开了采用上述的方法制得的速溶猕猴桃纯粉。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1] 本发明公开的速溶猕猴桃纯粉的制备方法，将猕猴桃果肉与果芯分离，单独对果

芯进行纤维素酶酶解处理，改善其溶解性；充氮匀浆，降低氧含量，保证产品的色泽，防止Vc

氧化流失；超高压处理可以改善产品质构，提高猕猴桃粉的疏松度，速溶性和颜色保持良

好；采用真空低温干燥，营造低温低氧环境，使猕猴桃粉结构疏松，溶解性好，稳定性好；粉

碎过筛并充氮包装，降低吸湿性，使猕猴桃粉在贮藏过程中不易吸湿结块。制得的猕猴桃粉

用80℃热水溶解，溶解时间不超过15s，速溶性好；静置一段时间后，不会出现明显上浮下沉

现象；贮藏过程中不易吸湿结块，稳定性好。本发明生产工艺简单，可操作性强，成本低廉，

易于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工厂化生产，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0022] 经本发明制得的猕猴桃粉健康营养，无任何添加剂，是一种老少咸宜、经济实惠的

绿色食品，且食用方便、便于携带和贮藏，不易吸湿结块、分层沉淀。该猕猴桃纯粉可与其它

果蔬粉复合，改善单一果蔬粉的营养、风味、加工等特性，也可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行

业。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所述是对本发明的解释而

不是限定。

[0024] 实施例1

[0025] (1)原料选择：挑选外形完好、无物理损伤、腐烂、虫蛀的猕猴桃；

[0026] (2)预处理：猕猴桃清洗后磨砂去皮，经实验室自制设备将果芯与果肉分离；

[0027] (3)酶解：加入纤维素酶对猕猴桃果芯进行酶解处理，纤维素酶添加量为24000U/

kg，酶解时间2.5h，酶解温度为35℃；

[0028] (4)混合匀浆：将酶解后的果芯与果肉混合后，经组织捣碎匀浆机进行充氮匀浆，

组织捣碎匀浆机转速为3500r/min，时间为15min；

[0029] (5)杀菌：将猕猴桃浆装入聚乙烯袋中并真空封口，然后进行超高压杀菌处理，处

理条件为400MPa压力下，水温控制在25℃，保压时间为20min；

[0030] (6)浓缩：采用真空浓缩使猕猴桃浆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45％，真空度为300Pa，

温度为60℃；

[0031] (7)干燥：猕猴桃浆在真空度为60Pa、温度为45～70℃条件下，处理140min。其中，

70℃温度条件下干燥100min后，降低温度至45℃，再干燥40min；

[0032] (8)粉碎过筛：干燥产品冷却后进行粉碎，过60目筛，得猕猴桃粉；

[0033] (9)包装：粉碎过筛后猕猴桃粉分装于铝箔袋，并进行充氮封口包装。

[0034] 实施例2

[0035] (1)原料选择：挑选外形完好、无物理损伤、腐烂、虫蛀的猕猴桃；

[0036] (2)预处理：猕猴桃清洗后磨砂去皮，经实验室自制设备将果芯与果肉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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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3)酶解：加入纤维素酶对猕猴桃果芯进行酶解处理，纤维素酶添加量为26000U/

kg，酶解时间3h，酶解温度为35℃。；

[0038] (4)混合匀浆：将酶解后的果芯与果肉混合后，经组织捣碎匀浆机进行充氮匀浆，

组织捣碎匀浆机转速为3500r/min，时间为18min；

[0039] (5)杀菌：将猕猴桃浆装入聚乙烯袋中并真空封口，然后进行超高压杀菌处理，处

理条件为400MPa压力下，水温控制在30℃，保压时间为20min；

[0040] (6)浓缩：采用真空浓缩使猕猴桃浆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45％，真空度为60Pa，

温度为55℃；

[0041] (7)干燥：猕猴桃浆在真空度为300Pa、温度为45～70℃条件下，处理120min。其中，

70℃温度条件下干燥100min后，降低温度至50℃，再干燥20min；

[0042] (8)粉碎过筛：干燥产品冷却后进行粉碎，过60目筛，得猕猴桃粉；

[0043] (9)包装：粉碎过筛后猕猴桃粉分装于铝箔袋，并进行充氮封口包装。

[0044] 实施例3

[0045] (1)原料选择：挑选外形完好、无物理损伤、腐烂、虫蛀的猕猴桃；

[0046] (2)预处理：猕猴桃清洗后磨砂去皮，经实验室自制设备将果芯与果肉分离；

[0047] (3)酶解：加入纤维素酶对猕猴桃果芯进行酶解处理，纤维素酶添加量为28000U/

kg，酶解时间2.5h，酶解温度为35℃；

[0048] (4)混合匀浆：将酶解后的果芯与果肉混合后，经组织捣碎匀浆机进行充氮匀浆，

组织捣碎匀浆机转速为3500r/min，时间为20min；

[0049] (5)杀菌：将猕猴桃浆装入聚乙烯袋中并真空封口，然后进行超高压杀菌处理，处

理条件为400MPa压力下，水温控制在35℃，保压时间为15min；

[0050] (6)浓缩：采用真空浓缩使猕猴桃浆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45％，真空度为60Pa，

温度为60℃；

[0051] (7)干燥：猕猴桃浆在真空度为60Pa、温度为45～70℃条件下，处理120min。其中，

65℃温度条件下干燥90min后，降低温度至45℃，再干燥30min；

[0052] (8)粉碎过筛：干燥产品冷却后进行粉碎，过80目筛，得猕猴桃粉；

[0053] (9)包装：粉碎过筛后猕猴桃粉分装于铝箔袋，并进行充氮封口包装。

[005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优势如下：

[0055] 1、本发明原料猕猴桃含有大量Vc和抗氧化物质，具有美白养颜、延缓衰老、防癌治

癌、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功效。另外猕猴桃中的血清促进素具有稳定情

绪、镇静心情的作用；肌醇有助于脑部活动，预防抑郁症；富含的植物化学成分叶黄素可以

改善视力，预防眼病。

[0056] 2、制得的猕猴桃粉健康营养，无任何添加剂，是一种老少咸宜、经济实惠的绿色食

品，且食用方便、便于携带和贮藏，不易吸湿结块、分层沉淀。

[0057] 3、本发明制得猕猴桃纯粉可与其它果蔬粉复合，改善单一果蔬粉的营养、风味、加

工等特性，也可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行业。

[0058] 4、本发明生产工艺简单，可操作性强，成本低廉，易于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工厂化

生产，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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