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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耐贮存营养大米加工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包括

大米浸渍营养液以及人工光辐照处理、高压处理

以及包装。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

由本发明中处理后的大米表面覆盖一层透明、有

光泽的薄膜，能提高其防潮防虫以及防脂肪氧化

的特性，相比现有技术操作更加方便，营养液的

配比、紫外线辐照以及高压处理相结合，在保留

大米加工整米率以及口感的同时，延长了贮存时

间，处理过程卫生安全、有利于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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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洗净的大米放入底部为筛网的容器中，该容器上方用可拆卸的纱布覆盖，容器侧

壁设有振动装置，筛网筛孔尺寸为1-1.5mm，容器正下方设有储液槽，该容器可在竖直方向

上下移动，使筛网浸入储液槽或位于储液槽上方，储液槽内为温度为40-45℃的营养液；

其中，所述营养液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谷芽20份、麦麸8份、百合5份、薏苡仁4份、

茯苓2份、有益菌种3.5份、蜂蜜1.5份；

（2）在工作时，将盛有洗净大米的容器在营养液中的浸泡时间为2-3分钟，浸泡时振动

装置的振动频率设为12-15Hz；当容器位于储液槽上方时，振动装置的振动频率设为6-8Hz，

在容器完全离开营养液且振动30s后，用电子人工光辐射装置辐射，紫外线波辐射长为200-

300nm，功率为35-40W，辐射强度为0.7-1.0μW/cm²；

（3）将步骤（2）重复2-3次，将盛有浸泡处理后大米的容器放入真空罐中，加压至2.5-

2.8MPa，保持压力1.5-2小时；

（4）完成后对水分进行检测，使其含水量低于1.2%，采用红外线对大米杀菌后，真空包

装即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纱布的密度为

75×55。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大

米为稻米除杂后控制其水分含量为25-26%，脱壳后得到。

4.如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稻米除杂包

括：大、中、小和轻型杂质去除，稗去除，金属杂质和石子去除。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有益菌种为乳

酸乳杆菌。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营养液的制备

方法为：将除蜂蜜和有益菌种外的其他原料混合后粉碎过60目筛，得到粉碎粉；然后将蜂蜜

和乳酸乳杆菌加入相当于其重量8-10倍的水中混合，然后与粉碎粉混合，在25-32℃的条件

下密封发酵8-10天，然后在38-40℃的条件下放置2天，用蒸馏水稀释6-8倍，得到营养液。

7.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人工光辐

射装置的辐射时间为6-12min。

8.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用

氮气真空包装，包装时温度低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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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耐贮存营养大米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米是世界范围内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大米是由稻谷加工而成的，稻谷去壳后

即为糙米，稻谷的外层至内层依次是皮层、糊粉层、胚乳、胚，皮层和糊粉层一起称为糠层，

碾米时除去糠层和胚芽即为精白米，谷皮主要是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胚乳中含有大量的糖

类，胚芽中含有极丰富的B族维生素、维生素E和大量酶类，糊粉层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较

多的蛋白质，大米的主要成分为糖类，其中淀粉约占米的75%重量，粳米的淀粉由17%的之链

淀粉和83%的支链淀粉构成，做成米饭后较容易消化，大米的蛋白质除谷物蛋白外，还有白

蛋白、球蛋白，大米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在植物性蛋白质中是比较好的，有较高的蛋白质生

理营养价值，尤其是谷胚及糊粉层中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较高，仅剥落谷壳的糙米，各类营养

素含量是较好的，可以满足人们健康的基本需求，大米在储藏过程中容易发生品质裂变，这

表现在外观变差、失去光泽，营养成分损失或米饭粘性降低、硬度上升、食感不佳等，糙米经

过机械加工成精白米，就会损失较多的营养素，碾削越多，大米精度越高，营养损失越大，因

此，如何在保持大米营养素的前提下提高大米的贮存时间成为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05] （1）将洗净的大米放入底部为筛网的容器中，该容器上方用可拆卸的纱布覆盖，容

器侧壁设有振动装置，筛网筛孔尺寸为1-1.5mm，容器正下方设有储液槽，该容器可在竖直

方向上下移动，使筛网浸入储液槽或位于储液槽上方，储液槽内为温度为40-45℃的营养

液；

[0006] 其中，所述营养液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谷芽18-22份、麦麸7-10份、百合4-6

份、薏苡仁2-5份、茯苓1-3份、有益菌种3-4份、蜂蜜1-2份；

[0007] （2）在工作时，将盛有洗净大米的容器在营养液中的浸泡时间为2-3分钟，浸泡时

振动装置的振动频率设为12-15Hz；当容器位于储液槽上方时，振动装置的振动频率设为6-

8Hz，在容器完全离开营养液且振动30s后，用电子人工光辐射装置辐射，紫外线波辐射长为

200-300nm，功率为35-40W，辐射强度为0.7-1.0μW/cm²；

[0008] （3）将步骤（2）重复2-3次，放入真空罐中，加压至2.5-2.8MPa，保持压力1.5-2小

时；

[0009] （4）完成后对水分进行检测，使其含水量低于1.2%，采用红外线对大米杀菌后，真

空包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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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纱布的密度为75×55。

[0011]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1）中大米为稻米除杂后控制其水分含

量为25-26%，脱壳后得到。

[0012]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稻米除杂包括：大、中、小和轻型杂质去除，稗

去除，金属杂质和石子去除。

[0013]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有益菌种为乳酸乳杆菌。

[0014]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营养液的制备方法为：将除蜂蜜和有益菌种

外的其他原料混合后粉碎过60目筛，得到粉碎粉；然后将蜂蜜和乳酸乳杆菌加入相当于其

重量8-10倍的水中混合，然后与粉碎粉混合，在25-32℃的条件下密封发酵8-10天，然后在

38-40℃的条件下放置2天，用蒸馏水稀释6-8倍，得到营养液。

[0015]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电子人工光辐射装置的辐射时间为6-12min。

[0016]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4）中用氮气真空包装，包装时温度低于

18℃。

[0017]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由本发明中处理后的大米表面覆盖一层透

明、有光泽的薄膜，能提高其防潮防虫以及防脂肪氧化的特性，相比现有技术操作更加方

便，营养液的配比、紫外线辐照以及高压处理相结合，在保留大米加工整米率以及口感的同

时，延长了贮存时间，处理过程卫生安全、有利于人体健康。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实施例1

[0019] 一种耐贮存营养大米的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将洗净的大米放入底部为筛网的容器中，该容器上方用可拆卸的纱布覆盖，容

器侧壁设有振动装置，筛网筛孔尺寸为1-1.5mm，容器正下方设有储液槽，该容器可在竖直

方向上下移动，使筛网浸入储液槽或位于储液槽上方，储液槽内为温度为40-45℃的营养

液；

[0021] 其中，所述营养液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谷芽18-22份、麦麸7-10份、百合4-6

份、薏苡仁2-5份、茯苓1-3份、有益菌种3-4份、蜂蜜1-2份；

[0022] 所述营养液的制备方法为：将除蜂蜜和有益菌种外的其他原料混合后粉碎过60目

筛，得到粉碎粉；然后将蜂蜜和乳酸乳杆菌加入相当于其重量8-10倍的水中混合，然后与粉

碎粉混合，在25-32℃的条件下密封发酵8-10天，然后在38-40℃的条件下放置2天，用蒸馏

水稀释6-8倍，得到营养液；

[0023] （2）在工作时，将盛有洗净大米的容器在营养液中的浸泡时间为2-3分钟，浸泡时

振动装置的振动频率设为12-15Hz；当容器位于储液槽上方时，振动装置的振动频率设为6-

8Hz，在容器完全离开营养液且振动30s后，用电子人工光辐射装置辐射，紫外线波辐射长为

200-300nm，功率为35-40W，辐射强度为0.7-1.0μW/cm²；

[0024] （3）将步骤（2）重复2-3次，放入真空罐中，加压至2.5-2.8MPa，保持压力1.5-2小

时；

[0025] 其中，所述电子人工光辐射装置的辐射时间为6-12min

[0026] （4）完成后对水分进行检测，使其含水量低于1.2%，采用红外线对大米杀菌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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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气真空包装，包装时温度低于18℃。

[0027] 设置实施例2，其中，营养液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谷芽18份、麦麸10份、百合4

份、薏苡仁5份、茯苓1份、有益菌种3份、蜂蜜2份；其余内容与实施例1中相同；

[0028] 设置实施例3，其中，营养液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谷芽22份、麦麸7份、百合6

份、薏苡仁2份、茯苓3份、有益菌种4份、蜂蜜1份；其余内容与实施例1中相同；

[0029] 设置对照组1，将实施例1中营养液替换为质量浓度为6-8%的玉米醇溶蛋白粉，其

余内容与实施例1中相同；设置对照组2，将电子人工光辐射装置去掉，浸泡完成后用烘干装

置烘干，其余内容与实施例1中相同；设置对照组3，将实施例1的步骤（3）替换为，将步骤（2）

重复2-3次，在温度为65-70℃的条件下烘干，按步骤（4）中方法杀菌包装即可。

[0030] 本发明中用GB/T  15684-1995检测大米防哈败效果，用脂肪被氧化后脂肪酸增加

量来表示，对各组处理后的大米在温度为25-30℃、湿度为50-70%存放150天后，脂肪酸含量

增加量进行统计；对各组效果进行检测，得到以下结果：

[0031] 表1

[0032] 组别 脂肪酸含量增量（mgKOH/100g） 密封状态保质期 开封后保质期 开封后发生虫害时间

实施例1 8.52 12个月 5个月 112天

实施例2 8.76 12个月 5个月 116天

实施例3 8.39 12个月 5个月 114天

对照组1 12.59 6个月 4个月 76天

对照组2 18.47 6个月 1个月 23天

对照组3 11.82 6个月 3个月 62天

[0033] 通过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中方法处理后的大米符合国家规定标准，且延长

了大米的耐贮存性，口感、外观、气味均匀现有优质大米无大差别，减少了保鲜剂的使用，经

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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