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1404697.0

(22)申请日 2020.12.0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515102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3.19

(73)专利权人 东莞市新泰粮食有限公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漱旧村

第二工业区园区一街五号

(72)发明人 黄启东　杨振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维正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508

代理人 杨文科

(51)Int.Cl.

A23L 7/143(2016.01)

A23L 19/10(2016.01)

A23L 5/10(2016.01)

A23L 33/00(2016.01)

审查员 李杰

 

(54)发明名称

一种复合粗粮米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粮食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

一种复合粗粮米及其制备方法。该复合粗粮米，

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大米20‑30份、玉米米

25‑28份、紫薯米20‑25份、荞麦米25‑30份；所述

玉米米、紫薯米、荞麦米均依次通过粗粮原料超

微粉碎、与米浆混合、真空冷冻干燥、挤压造粒制

得。本申请的复合粗粮米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富含膳食纤维，利用蒸煮熟化的米浆与粗粮粉碎

粉料相混合，经真空冷冻干燥处理后制得粗粮粉

料，制备过程中未对粗粮原料进行高温蒸煮，减

少粗粮中营养成分的损失；且米浆采用油水乳液

与混合米混合蒸煮，抗性淀粉含量较高，不易被

肠道吸收，降低食用后血糖的上升情况，适用于

糖尿病人、高血糖患者等人群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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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粗粮米，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大米     20‑30份

玉米米   25‑28份

紫薯米   20‑25份

荞麦米   25‑30份；

所述玉米米、紫薯米、荞麦米均依次通过粗粮原料超微粉碎、与米浆混合、真空冷冻干

燥、挤压造粒制得，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A：将粗粮超微粉碎至粒度为5‑10μm，然后加入至米浆中，搅拌均匀，制得复合浆

液；

步骤B：将步骤A制得的复合米浆进行真空冷冻干燥，然后研磨，制得粗粮粉料；

步骤C：将步骤B制得的粗粮粉料挤压造粒成型，制得米粒状的粗粮米；

所述步骤A中，粗粮为已脱胚去皮的玉米粒、已去皮的紫薯或已脱壳的荞麦粒；粗粮与

米浆的混合重量比为5‑7:10；

所述步骤A中，米浆通过以下步骤制得：

（1）混合米加水浸泡8‑10h，备用；

（2）将植物油与80‑100℃的热水混合，得到油水乳液；

（3）将步骤（1）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捞出，并加入至步骤（2）制得的油水乳液中，混合均

匀，加压蒸煮，然后冷却，利用打浆设备进行打浆，在温度为0‑4℃下冷藏10‑12h，则制得米

浆；

所述步骤（1）中，所述混合米是由糯米和粳米以重量比为3‑5:1组成的混合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粗粮米，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米为粳米、籼米和糯米

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粗粮米，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真空冷冻干燥的

温度为‑10~‑20℃，真空度为‑0.03~‑0.06MPa，干燥时间为2‑6h；真空冷冻干燥后研磨至粉

料的目数为100‑150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粗粮米，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植物油为椰子

油、花生油、芝麻油、胡麻油、橄榄油、大豆油、香草兰油、胡椒油、腰果油、澳洲坚果油中的至

少一种；植物油的添加量为热水用量的3‑8%。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粗粮米，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油水乳液与浸

泡处理后的混合米的混合重量比为18‑20：1；加压蒸煮的压力为0.05‑0.08MPa。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复合粗粮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按照重量份计，将大米、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混合均匀，制得复合粗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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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粗粮米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粮食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复合粗粮米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米作为我国老百姓的主要粮食，在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食物。而目前有学

者研究发现，米饭摄入量与糖尿病患病风险，存在相关性。数据分析表明，每天米饭摄入量

最高的南亚人群，糖尿病患病风险增加61%；东南亚等地区，糖尿病患病风险增加41%而但过

量的大米摄入，会出现餐后血糖峰值，导致代偿性胰岛素分泌，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出现

胰岛β细胞衰竭，引起糖尿病。我国南方地区以大米煮成的米饭作为主食，北方地区则以大

米制备淀粉类米食食物，如糍粑等，大米摄入较多，检查出患有糖尿病的人群数量比以往有

增长的趋势。

[0003] 而目前有相关技术研究糖尿病人食用的杂粮米，以玉米、或荞麦、或燕麦、或紫薯

粉、或南瓜粉为原材料，依次通过粉碎、加水混合、蒸煮熟化、挤压造粒、冷却、烘干、成品的

工艺处理，制得米粒状的杂粮米。但申请人经过研究发现，通过高温熟化后再冷却制备得到

杂粮米，在高温下营养成分损失严重，如耐热性较弱的维生素B容易在高温下受到破坏，降

低了杂粮米的营养价值。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制备杂粮米的工艺步骤容易使得食物中的营

养成分受到破坏，降低杂粮米的营养价值，制备工艺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制备杂粮米过程中营养成分因高温受损的问题，本申请提供一种复合粗

粮米及其制备方法。

[0006] 第一方面，本申请提供的一种复合粗粮米，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复合粗粮米，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08] 大米     20‑30份

[0009] 玉米米   25‑28份

[0010] 紫薯米   20‑25份

[0011] 荞麦米   25‑30份；

[0012] 所述玉米米、紫薯米、荞麦米均依次通过粗粮原料超微粉碎、与米浆混合、真空冷

冻干燥、挤压造粒制得。

[0013] 大米中含糖量较多，碳水化合物较多，使得食用后血糖升高，因而对于糖尿病人或

高血糖人群而言，一般建议是适量食用大米，而不能过量食用。

[0014] 因而，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加入玉米米、紫薯米、荞麦米，减少食用米中大米的相对

占比，且玉米米、紫薯米、荞麦米中均含有较高的营养物质，能增加如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其

他营养成分的摄入，使得复合粗粮米可适用于糖尿病人、高血糖人等人群。

[0015] 而本申请上述的玉米米、紫薯米、荞麦米均可适用于上述制备工艺——米浆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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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空冷冻干燥，制备过程中并未对粗粮原料进行高温蒸煮，减少粗粮中营养成分的损失，

后续结合真空冷冻干燥去除米浆中的水分以及粗粮中的水分，减少由于加热蒸发水份等加

热升温处理导致营养成分流失的现象；另外，粗粮原料均为未熟化的原始原料，经粉碎后则

与米浆直接混合，一方面能降低熟化原料后制得的粗粮米粒容易变质等现象，另一方面能

使制得的粗粮米粒在蒸煮食用时吸水膨胀率高。其中，粗粮原料是指玉米粒、紫薯、荞麦粒。

[0016] 玉米粒中含有大量的卵磷脂、亚油酸、谷物醇、维生素E、纤维素等，具有降血压、降

血脂、抗动脉硬化、预防肠癌、美容养颜、延缓衰老等功效，添加在大米中可补充氨基酸和矿

物质，具有降糖的作用，适用于糖尿病患者食用。

[0017] 紫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淀粉、维生素、微量元素（硒、铁、钙、钾等）及花青苷、糖

蛋白、胡萝卜素、去氢表雄（甾）酮等多种功能性因子，具有抗氧化、抗肿瘤、增强记忆、预防

高血压、修补心肌、减轻肝机能障碍、增强机体免疫力等功能。

[0018] 荞麦含有丰富的赖氨酸成分，铁、锰、锌等微量元素，且含有丰富膳食纤维，是一般

精制大米的10倍，营养成分高；另外，荞麦中的黄酮成分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适用于糖尿

病患者食用。

[0019] 因而将上述玉米粒、紫薯、荞麦粒粉碎后，与米浆混合后结合真空冷冻干燥和挤压

造粒，制得的粗粮米粒与大米混合后，提高了复合粗粮米的营养价值，适用于糖尿病人、高

血糖患者等控糖人群使用。

[0020] 优选的，所述大米为粳米、籼米和糯米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0021] 通过采用上述粳米、籼米和糯米单一或复配使用作为大米，能使复合粗粮米的食

用口感柔软舒适，减少由于粗粮米粒对米饭的食用口感影响。其中，采用的粳米富含蛋白

质、脂肪、钙、磷、铁及B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且煮后黏性油性均大，柔软可口，使得复

合粗粮米的口感柔软；采用的籼米益脾养胃，吸水性强，膨胀程度较大，口感柔软，易于消

化、吸收；采用的糯米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钙、磷、铁、维生素B1、维生索B2、烟酸及淀粉

等营养成分，吸水性和膨胀性小，煮后粘性大，口感滑腻，提高复合粗粮米的食用口感。

[0022] 优选的，所述玉米米、紫薯米、荞麦米均通过以下步骤制得：

[0023] 步骤A：将粗粮超微粉碎至粒度为5‑10μm，然后加入至米浆中，搅拌均匀，制得复合

浆液；

[0024] 步骤B：将步骤A制得的复合米浆进行真空冷冻干燥，然后研磨，制得粗粮粉料；

[0025] 步骤C：将步骤B制得的粗粮粉料挤压造粒成型，制得米粒状的粗粮米。

[0026] 目前相关技术中将粉碎后的粗粮粉与水混合，并通过高温蒸煮熟化，再对熟化后

的物料挤压造粒，经烘干后则制得粗粮米粒。但上述相关方案中，高温蒸煮以及烘干过程

中，两次的高温处理均使得粗粮中的营养成分损失，降低了粗粮米的营养价值；另一方面，

经过蒸煮熟化处理后再制备米粒，米粒在蒸熟食用时的膨胀性降低，且经烘干处理后粗粮

米的口感较为粗糙。

[0027] 而本申请的其中对原始的粗粮原料超微粉碎后加入至米浆中，粉碎后粉料在米浆

中分散均匀后，经真空冷冻干燥处理后制得粗粮粉料，制备过程中未对粗粮原料进行高温

蒸煮，减少粗粮中营养成分的损失，且利用真空冷冻干燥去除米浆中的水分以及粗粮原料

中的水分，与传统采用烘干等高温处理方式去除水分相比，真空冷冻干燥能减少高温烘干

过程中对营养成分的损失，使粗粮米能保留尽量多的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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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且上述粗粮米制备方法，能适用于多种粗粮作为原料以制备粗粮米粒，不仅对于

玉米米、紫薯米、荞麦米的制备，还能适用于如燕麦米等粗粮米的制备。

[0029] 其中，步骤A采用超微粉碎方式将粗粮原料粉碎至一定粒度，能提高粗粮原料在米

浆中的分散性和溶解性，其中如紫薯等体积较大的原料，则将其切小粒后再粉碎。而步骤A

的米浆为冷却后备用的米浆，或是常温米浆，温度不高于30℃，避免高于30℃的米浆损害原

料中的营养成分。

[0030] 优选的，所述步骤A中，粗粮为已脱胚去皮的玉米粒、已去皮的紫薯或已脱壳的荞

麦粒；对玉米粒事先脱胚去皮、对紫薯事先去皮，对荞麦粒事先脱壳，能提高后续超微粉碎

的粉碎均匀性，且减少了如外皮、外壳等杂质的引入，提高粗粮米中营养成分的含量，并降

低杂质对粗粮米的食用口感影响。

[0031] 优选的，所述步骤A中，粗粮与米浆的混合重量比为5‑7:10，控制的混合重量比，能

保证复合浆液中粗粮成分的含量，且米浆中的米成分较低，主要为利用米煮熟后与水混合

分散所形成的粘稠度浆液，使得粉碎后的粗粮能在其中附着分散均匀，形成一定粘稠度的

复合浆液，经真空冷冻干燥除去水分后，粗粮粉料为米成分及粗粮成分的混合物，其中的米

成分能提高粗粮米的食用柔软口感，降低粗粮的粗糙口感。优选采用均质等方式将粗粮与

米浆分散均匀。

[0032] 优选的，所述步骤B中，真空冷冻干燥的温度为‑10~‑20℃，真空度为‑0 .03~‑

0.06MPa，干燥时间为2‑6h；真空冷冻干燥后研磨至粉料的目数为100‑150目。

[0033] 通过采用真空冷冻干燥，并控制一定的干燥温度、真空度和干燥时间，能在低温环

境下去除复合浆液中的水分，干燥充分，与传统高温烘干的方式相比，降低由于高温破坏原

料营养成分的情况；且真空冷冻干燥时，水分挥发，干燥后的物料出现蓬松孔洞，易于后续

研磨；而干燥后研磨粉料至100‑150目，使得粉料细腻，挤压造粒后的粗粮米成型均匀，没有

因粉料团聚而形成的凹凸异物感。

[0034] 优选的，所述步骤A中，米浆通过以下步骤制得：

[0035] （1）混合米加水浸泡8‑10h，备用；

[0036] （2）将植物油与80‑100℃的热水混合，得到油水乳液；

[0037] （3）将步骤（1）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捞出，并加入至步骤（2）制得的油水乳液中，混

合均匀，加压蒸煮，然后冷却，利用打浆设备进行打浆，在温度为0‑4℃下冷藏10‑12h，则制

得米浆。

[0038] 淀粉是大米的重要组分，占比超过80％，而米饭与糖尿病的关系，亦与淀粉有关

联，淀粉中含有糖分，食用后由于糊化作用，人体吸收后会转化为葡萄糖，从而引起血糖升

高。而淀粉根据消化难易程度可分为快消化淀粉、慢消化淀粉和抗性淀粉，这些淀粉在小肠

内的消化吸收时间，分别是20分钟内、20‑120分钟、超过120分钟，越容易消化的快消化淀

粉，会引起胰岛素的分泌紊乱，血糖指数升高，长期容易导致糖尿病的产生。抗性淀粉则较

难吸收，只能达到结肠被微生物发酵，接近于膳食纤维。

[0039] 因而本申请采用植物油与热水混合制备油水乳液，再与混合米混合蒸煮，使得植

物油中脂肪酸可以充分延伸，与混合米中的淀粉形成抗性淀粉，改变混合中淀粉颗粒的结

构，使其对消化酶产生抗性，不易被肠道消化；而加压蒸煮后冷却，淀粉老化，能进一步增加

抗性淀粉的含量，且粗粮米再次重新加热后亦不会影响米饭中抗性淀粉的含量。且添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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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油而制得的米浆与粗粮混合后再经真空冷冻干燥，冷冻环境能使糊化后的淀粉沉淀以

产生更多的抗性淀粉。

[0040] 其中，步骤（1）通过对混合米加水浸泡，使得米粒吸水发胀，在后续蒸煮过程中更

容易煮成米粥状态，米粒煮成软烂状态，容易打成米浆，且米浆的分散性好，稠度均匀。而步

骤（2）的植物油借助热水溶解，使得脂肪酸能延展，在步骤（3）的加压蒸煮过程中改变淀粉

颗粒的结构，使得淀粉对消化酶产生抗性，且步骤（3）采用加压蒸煮方式能提高米粒煮到软

绵状态的效率，缩短蒸煮时长，蒸煮后冷却至常温后再进行打浆，将发胀软绵的米粒与米粥

水分散均匀，形成一定粘稠度的米浆，而打浆过程可以采用大量生产的打浆机、小量实验型

生产的破壁机、料理机等；最后将打浆后的米浆低温冷藏保存备用，且低温环境能借助淀粉

的老化作用形成更多抗性淀粉，使得经低温冷藏后的米浆抗性淀粉含量增加，与粗粮混合

制备的粗粮米中抗性淀粉含量增加，使得粗粮米中的大米成分不易被肠道吸收，降低食用

后血糖的上升状况，能使粗粮米可适用于糖尿病人、高血糖患者使用。

[0041] 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所述混合米是由糯米和粳米以重量比为3‑5:1组成的混

合物。

[0042] 通过采用糯米和粳米混合作为米浆中的混合米成分，利用糯米与粳米的粘性，能

少添加大米成分来制备一定粘稠度的米浆，减少额外大米的摄入，且糯米和粳米口感柔软

细腻，制得的米浆与粗粮混合后，能提高粗粮米的柔软口感。

[0043]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植物油为椰子油、花生油、芝麻油、胡麻油、橄榄油、大豆

油、香草兰油、胡椒油、腰果油、澳洲坚果油中的至少一种；植物油的添加量为热水用量的3‑

8%。

[0044] 通过采用的上述植物油主要含有维生素E、K、钙、铁、磷、钾等矿物质以及脂肪酸等

成分，可以补充人体多种营养元素，且加入至热水中混合制备油水乳液，在蒸煮过程中植物

的脂肪酸充分延伸并与混合米中的淀粉形成抗性淀粉，使制得的米浆含有抗性淀粉，进一

步制备粗粮米粒时，减少粗粮米粒中的抗性淀粉含量，延缓人体食用后的血糖上升，使粗粮

米可适用于糖尿病人、高血糖患者使用。

[0045]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油水乳液与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的混合重量比为18‑20：

1；加压蒸煮的压力为0.05‑0.08MPa。

[0046] 通过控制油水乳液与浸泡后的混合米的混合比例，使得油水乳液中的脂肪酸充分

延伸并与混合米中的淀粉形成抗性淀粉，且特定的比例保证后续经过加压蒸煮及打浆后制

得的米浆具有一定的粘度和流动性，与粗粮粉料易于分散混合，使粗粮米中的粗粮成分分

散均匀。而控制混合后的加压蒸煮压力，使得在压力下促使混合米的蒸煮软烂，使得米浆中

米成分分散均匀，而未蒸煮软烂的米粒状态较小。

[0047] 第二方面，本申请提供的一种复合粗粮米的制备方法，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48] 一种如上所述的复合粗粮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按照重量份计，将大米、

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混合均匀，制得复合粗粮米。

[0049] 通过将含有较高营养成分的粗粮米混合，制得的复合粗粮米具有丰富的营养成

分，且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由本申请加入含抗性淀粉的米浆制成，一方面能使复合粗粮

米的吸水膨胀率较高，口感柔软，另一方面能延缓食用后的血糖上升情况，适用于糖尿病人

或高血糖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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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综上所述，本申请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51] 1、由于本申请采用玉米米、紫薯米、荞麦米与大米混合作为复合粗粮米，使得复合

粗粮米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且粗粮成分的添加使得粗粮米中的大米淀粉占比相对较小，

减少大米淀粉的大量摄入以及糖份的转换，进而延缓及减少大米中的糖分对人体血糖的影

响。

[0052] 2、本申请对原始的粗粮原料超微粉碎后加入至米浆中，粉碎后粉料在米浆中分散

均匀后，经真空冷冻干燥处理后制得粗粮粉料，制备过程中未对粗粮原料进行高温蒸煮，减

少粗粮中营养成分的损失，且采用真空冷冻干燥去除水分能减少高温烘干过程中对营养成

分的损失。

[0053] 3、本申请采用植物油与热水混合制备油水乳液，再与混合米混合蒸煮，再经打浆

制成米浆，植物油中脂肪酸可以充分延伸，并与混合米中的淀粉形成抗性淀粉，使得米浆成

分对消化酶产生抗性，进而使得粗粮米中的大米成分不易被肠道吸收，降低食用后血糖的

上升状况，制得的复合粗粮米适用于糖尿病人、高血糖患者等人群食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54]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5] 对于以下制备例、实施例和对比例中所使用的原料来源如下表1所示：

[0056] 表1  原料来源

[0057] 原料 型号 厂家

糯米 HJG‑白糯米 广州粮年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粳米 货号：34,粳米 广州乐膳坊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籼米 货号：10052360 广州市翔燕贸易有限公司

[0058] 实施例中的玉米粒是由广东京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玉米剥离其玉米粒得

到；紫薯是由广东京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提供的；荞麦粒是由上海老申坊食品有限公

司销售提供的。

[0059] 制备例

[0060] 制备例1

[0061] 一种米浆，通过以下步骤制得：

[0062] （1）将糯米和粳米以重量比为3:1混合组成混合米，然后加水浸泡8h，备用；

[0063] （2）将植物油与80℃的热水混合，得到油水乳液；

[0064] （3）将步骤（1）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捞出，并加入至步骤（2）制得的油水乳液中，控

制油水乳液与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的混合重量比为18：1，混合均匀，在压力为0.05MPa的条

件下加压蒸煮，然后冷却，利用打浆设备进行打浆，在温度为0℃下冷藏10h，则制得米浆。

[0065] 所述步骤（2）中，植物油为椰子油；植物油的添加量为热水用量的3%。

[0066] 制备例2

[0067] 一种米浆，通过以下步骤制得：

[0068] （1）将糯米和粳米以重量比为4:1混合组成混合米，然后加水浸泡9h，备用；

[0069] （2）将植物油与90℃的热水混合，得到油水乳液；

[0070] （3）将步骤（1）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捞出，并加入至步骤（2）制得的油水乳液中，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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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油水乳液与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的混合重量比为19：1，混合均匀，在压力为0.06MPa的条

件下加压蒸煮，然后冷却，利用打浆设备进行打浆，在温度为2℃下冷藏11h，则制得米浆。

[0071] 所述步骤（2）中，植物油为椰子油和橄榄油以重量比为1:1组成的混合植物油；植

物油的添加量为热水用量的5%。

[0072] 制备例3

[0073] 一种米浆，通过以下步骤制得：

[0074] （1）将糯米和粳米以重量比为5:1混合组成混合米，然后加水浸泡10h，备用；

[0075] （2）将植物油与100℃的热水混合，得到油水乳液；

[0076] （3）将步骤（1）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捞出，并加入至步骤（2）制得的油水乳液中，控

制油水乳液与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的混合重量比为20：1，混合均匀，在压力为0.08MPa的条

件下加压蒸煮，然后冷却，利用打浆设备进行打浆，在温度为4℃下冷藏12h，则制得米浆。

[0077] 所述步骤（2）中，植物油为大豆油；植物油的添加量为热水用量的8%。

[0078] 制备例4

[0079] 本制备例与上述制备例2的区别在于：油水乳液与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混合加压

蒸煮后，不进行打浆处理；步骤（3）的具体操作如下：

[0080] （3）将步骤（1）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捞出，并加入至步骤（2）制得的油水乳液中，控

制油水乳液与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的混合重量比为19：1，混合均匀，在压力为0.06MPa的条

件下加压蒸煮，然后冷却，在温度为2℃下冷藏11h，则制得米浆。

[0081] 制备例5

[0082] 本制备例与上述制备例2的区别在于：步骤（2）中不添加植物油，直接加水进行蒸

煮；具体操作如下：

[0083] 一种米浆，通过以下步骤制得：

[0084] （1）将糯米和粳米以重量比为4:1混合组成混合米，然后加水浸泡9h，备用；

[0085] （2）将步骤（1）浸泡处理后的混合米捞出，并加入至水中，控制水与浸泡处理后的

混合米的混合重量比为19：1，混合均匀，在压力为0.06MPa的条件下加压蒸煮，然后冷却，利

用打浆设备进行打浆，在温度为2℃下冷藏11h，则制得米浆。

[0086] 制备例6

[0087] 本制备例与上述制备例2的区别在于：步骤（1）和步骤（2）中的混合米等量替换为

糯米。

[0088] 制备例7

[0089] 本制备例与上述制备例2的区别在于：步骤（1）和步骤（2）中的混合米等量替换为

粳米。

实施例

[0090] 实施例1

[0091] 一种复合粗粮米，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92] 粳米     20份

[0093] 玉米米   28份

[0094] 紫薯米   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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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荞麦米   30份；

[0096] 其中，所述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均采用下述的步骤制备：

[0097] 步骤A：将粗粮超微粉碎至粒度为5μm，然后加入至制备例1制得的米浆中，搅拌均

匀，制得复合浆液；其中，所述粗粮与米浆的混合重量比为5:10；

[0098] 步骤B：将步骤A制得的复合浆液在温度为‑10~、真空度为‑0.06MPa条件下真空冷

冻干燥6h，然后研磨至粉料的目数为100目，制得粗粮粉料；

[0099] 步骤C：将步骤B制得的粗粮粉料挤压造粒成型，制得粗粮米。

[0100] 所述步骤A中，粗粮为已脱胚去皮的玉米粒，步骤C则制得玉米米；同理，对于步骤A

中粗粮为已去皮的紫薯，步骤C则制得紫薯米；同理，对于步骤A中粗粮为已脱壳的荞麦粒，

步骤C则制得荞麦米。采用上述的粗粮米制备步骤分别制备得到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

然后再混合制备复合粗粮米。

[0101] 一种如上所述的复合粗粮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按照重量份计，将粳米与

上述制得的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混合均匀，制得复合粗粮米。

[0102] 实施例2

[0103] 一种复合粗粮米，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104] 大米     25份

[0105] 玉米米   27份

[0106] 紫薯米   23份

[0107] 荞麦米   28份；

[0108] 每份所述大米包括11份粳米、4份籼米和20份糯米。

[0109] 其中，所述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均采用下述的步骤制备：

[0110] 步骤A：将粗粮超微粉碎至粒度为8μm，然后加入至制备例2制得的米浆中，搅拌均

匀，制得复合浆液；其中，所述粗粮与米浆的混合重量比为6:10；

[0111] 步骤B：将步骤A制得的复合浆液在温度为‑15℃、真空度为‑0.04MPa条件下真空冷

冻干燥4h，然后研磨至粉料的目数为120目，制得粗粮粉料；

[0112] 步骤C：将步骤B制得的粗粮粉料挤压造粒成型，制得粗粮米。

[0113] 所述步骤A中，粗粮为已脱胚去皮的玉米粒，步骤C则制得玉米米；同理，对于步骤A

中粗粮为已去皮的紫薯，步骤C则制得紫薯米；同理，对于步骤A中粗粮为已脱壳的荞麦粒，

步骤C则制得荞麦米。采用上述的粗粮米制备步骤分别制备得到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

然后再混合制备复合粗粮米。

[0114] 一种如上所述的复合粗粮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按照重量份计，将大米与

上述制得的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混合均匀，制得复合粗粮米。

[0115] 实施例3

[0116] 一种复合粗粮米，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117] 糯米     30份

[0118] 玉米米   25份

[0119] 紫薯米   25份

[0120] 荞麦米   25份；

[0121] 其中，所述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均采用下述的步骤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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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 步骤A：将粗粮超微粉碎至粒度为10μm，然后加入至制备例3制得的米浆中，搅拌均

匀，制得复合浆液；其中，所述粗粮与米浆的混合重量比为7:10；

[0123] 步骤B：将步骤A制得的复合浆液在温度为‑20℃、真空度为‑0.06MPa条件下真空冷

冻干燥2h，然后研磨至粉料的目数为150目，制得粗粮粉料；

[0124] 步骤C：将步骤B制得的粗粮粉料挤压造粒成型，制得粗粮米。

[0125] 所述步骤A中，粗粮为已脱胚去皮的玉米粒，步骤C则制得玉米米；同理，对于步骤A

中粗粮为已去皮的紫薯，步骤C则制得紫薯米；同理，对于步骤A中粗粮为已脱壳的荞麦粒，

步骤C则制得荞麦米。采用上述的粗粮米制备步骤分别制备得到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

然后再混合制备复合粗粮米。

[0126] 一种如上所述的复合粗粮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按照重量份计，将糯米与

上述制得的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混合均匀，制得复合粗粮米。

[0127] 实施例4

[0128] 本实施例与上述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的制备步骤中，步

骤A的米浆采用制备例4制得的米浆。

[0129] 实施例5

[0130] 本实施例与上述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的制备步骤中，步

骤A的米浆采用制备例5制得的米浆。

[0131] 实施例6

[0132] 本实施例与上述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的制备步骤中，步

骤A的米浆采用制备例6制得的米浆。

[0133] 实施例7

[0134] 本实施例与上述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的制备步骤中，步

骤A的米浆采用制备例7制得的米浆。

[0135] 实施例8

[0136] 本制备例与上述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步骤A中，粗粮与米浆的混合重量比为1:1。

[0137] 对比例

[0138] 对比例1（

[0139] 本对比例与上述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所述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均采用粗粮粉

直接加水蒸煮熟化、挤压造粒成型制得，具体操作如下所述：

[0140] 其中，所述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均采用下述的步骤制备：

[0141] 将粗粮超微粉碎至粒度为8μm，然后加入至水中，搅拌均匀，加热蒸煮熟化，然后造

粒成型，再将造粒成型的粗粮米粒进行风冷、烘干处理，制得粗粮米。

[0142] 其中，所述粗粮为已脱胚去皮的玉米粒，则制得玉米米；同理，粗粮为已去皮的紫

薯，则制得紫薯米；同理，粗粮为已脱壳的荞麦粒，则制得荞麦米。采用上述的粗粮米制备步

骤分别制备得到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然后再混合制备复合粗粮米。

[0143] 对比例2

[0144] 本对比例与上述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所述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经过超微粉碎

后加入至制备例2的米浆中，再蒸煮熟化、挤压造粒成型制得，具体操作如下所述：

[0145] 步骤A：将粗粮超微粉碎至粒度为8μm，然后加入至制备例2的米浆中，搅拌均匀，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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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熟化，制得复合浆液；

[0146] 步骤B：将步骤A制得的复合浆液在温度为‑15℃、真空度为‑0.04MPa条件下真空冷

冻干燥4h，然后研磨至粉料的目数为120目，制得粗粮粉料；

[0147] 步骤C：将步骤B制得的粗粮粉料挤压造粒成型，制得粗粮米。

[0148] 对比例3

[0149] 本对比例与上述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所述玉米米、紫薯米和荞麦米经过超微粉碎

后加入至制备例2的米浆中，搅拌均匀后经烘干干燥、挤压造粒成型制得，具体操作如下所

述：

[0150] 步骤A：将粗粮超微粉碎至粒度为8μm，然后加入至制备例2制得的米浆中，搅拌均

匀，制得复合浆液；

[0151] 步骤B：将步骤A制得的复合浆液在45℃的条件下烘干干燥，然后研磨至粉料的目

数为120目，制得粗粮粉料；

[0152] 步骤C：将步骤B制得的粗粮粉料挤压造粒成型，制得粗粮米。

[0153] 对比例4

[0154] 一种低糖含量的营养复合米，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0155] 大米5份、玉米糁5份、糯米10份、糯糙米10份、糙米2份、黑米3份、红米5份、紫薯米6

份、绿竹米6份、小米4份、高梁米4份、燕麦米3份、荞麦米2份、藜麦2份、小麦3份。

[0156] 该营养复合米的制备方法如下：

[0157] (1)除杂：清除粗粮杂物；

[0158] (2)粗粮粉碎：将符合质量要求的粗粮粉碎成大米粒大小的颗粒；

[0159] (3)烘干：烘干温度110℃，时间控制在60分钟；

[0160] (4)混合：将各种五谷按比例通过混合搅拌设备进行均匀搅拌后封装待用。

[0161] 性能检测试验

[0162] （一）营养成分

[0163] 对上述实施例1‑8以及对比例1‑4制得的复合粗粮米检测100g内其营养成分，如下

表2所示：

[0164] 表2 实施例1‑8及对比例1‑4的复合粗粮米中营养成分含量

[0165] 项目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实施例6 实施例7 实施例8 对比例1 对比例2 对比例3 对比例4

蛋白质/g 10.8 11.6 12.0 11.4 11.4 11.8 9.2 11.4 6.4 12.1 11.3 8.9

碳水化合物/g 29.8 28.2 28.8 28.3 28.3 28.5 28.0 28.5 13.0 29.5 27.9 35.4

膳食纤维/g 2.8 3.1 3.0 3.1 3.1 3.0 3.0 3.0 3.2 3.0 3.0 4.2

不饱和脂肪酸/mg 3.3 3.2 3.3 3.2 3.2 3.4 3.1 3.2 2.1 3.2 3.2 3.5

维生素E/mg 6.8 7.5 7.3 7.4 7.4 7.4 7.4 13.4 5.5 5.6 6.3 5.0

卵磷脂/mg 5.6 5.8 5.7 5.8 5.8 5.7 5.7 7.2 4.7 5.2 5.3 4.7

花青苷/mg 12.8 13.2 13.0 13.2 13.1 13.1 13.1 18.8 10.2 10.5 10.8 11.1

胡萝卜素/mg 0.87 0.89 0.85 0.88 0.88 0.88 0.88 1.23 0.62 0.73 0.75 0.73

赖氨酸/mg 298 312 308 310 311 311 311 356 254 263 271 275

黄酮/mg 3.2 3.5 3.3 3.4 3.4 3.4 3.4 6.1 1.9 2.0 2.2 2.8

硒/mg 0.62 0.65 0.62 0.64 0.64 0.63 0.61 0.74 0.51 0.53 0.57 0.54

铁/mg 6.5 6.8 6.3 6.7 6.7 6.6 6.6 8.2 5.9 6.1 6.3 5.2

钙/mg 9.7 10.0 9.8 9.9 9.9 9.7 9.6 13.4 7.9 8.1 8.2 9.6

钾/mg 252 260 257 259 258 256 257 281 237 241 243 231

锰/mg 0.26 0.29 0.27 0.28 0.27 0.26 0.26 0.34 0.27 0.24 0.25 0.25

锌/mg 1.0 1.4 1.2 1.4 1.3 1.2 1.3 1.6 1.1 0.9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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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6] 由上表2并结合实施例1‑7克制，采用本申请制备复合粗粮米营养丰富，富含膳食

纤维、卵磷脂、花青苷、赖氨酸、黄酮和微量元素等物质，可补充人体氨基酸和矿物质，具有

降血糖作用，适用于糖尿病患者或高血糖人群食用。

[0167] 其中，实施例8制备粗粮米步骤中，粗粮的含量增加，复合粗粮米的营养成分亦明

显增加。而对比例1中粗粮超微粉碎后直接加入水中进行加热蒸煮熟化，制得的醋和粗粮米

营养成分明显下降，一方面原因可能是仅有水的加入而未有大米成分的加入，使得复合粗

粮米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均下降，另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加热蒸煮熟化过程中部分

营养物质损失，使得复合粗粮米中的营养成分降低，再在食用时蒸煮成米饭，再次高温蒸煮

则会进一步降低米饭中卵磷脂、花青苷、赖氨酸、黄酮等营养成分的含量。而本申请实施例

1‑7是将粗粮粉料直接加入至已经熟化且冷却的米浆中混合，再经过真空冷冻干燥处理以

及挤压成型而制成粗粮米粒，制备过程中未对粗粮成分进行升温处理，减少由于前期制备

过程的升温处理而导致营养成分的损失；而未升温加热处理的粗粮成分在蒸煮成米饭时则

熟化，且熟化后膨胀，使得粗粮米蒸煮后膨胀。

[0168] 而反观对比例2和对比例3，对比例2中将粗粮粉料加入至米浆后进行加热熟化再

进行真空冷冻干燥，对比例3中将粗粮粉料加入至米浆后采用烘干干燥方式去除水分，对比

例2‑3的营养成分均比实施例2明显降低，原因可能是制备粗粮米过程中进行升温处理，使

得粗粮米中的营养成分损失，若后续蒸煮成米饭时经过再次蒸煮亦有可能再一次降低营养

成分含量。

[0169] 而对比例4的方案中虽然含有多种粗粮成分米粒，膳食纤维等成分含量较高，但营

养成分比实施例2低，原因可能是对比例2中采用烘干方式制备营养复合米，且烘干温度高

达110℃，时间达60min，可能破坏了营养成分，降低了复合米的营养成分。

[0170] （二）抗性淀粉含量

[0171] 对上述实施例1‑8以及对比例1‑4制得的复合粗粮米的抗性淀粉及非抗性淀粉总

和，其中，抗性淀粉和非抗性淀粉的测定方法按照爱尔兰Mcgazymc公司提供的方法进行测

定：

[0172] （1）非抗性淀粉的溶解和水解：称取100mg样品，粉碎处理，加入至带螺旋盖的

16mm*125mm塑料试管中，并轻轻敲打试管以确保样品全部落到试管底部。然后向样品试管

中加入4mL胰‑α‑淀粉酶（10mg/mL）+淀粉葡萄糖糖苷酶（3IU/mL）混合工作溶液，盖紧试管盖

后，在涡旋机上将样品充分混合，然后将试管水平置于37℃水浴摇床中孵育16h，孵育期间

水浴摇床沿水平方向前后摆动，摆速200次/min。16h后从水浴摇床拿出试管，用吸水纸将试

管表面的水吸干，掀开试管盖，每个试管加入4mL无水乙醇，用涡旋机充分混匀后，于

4000rpm离心机上离心10min（4℃），小心将上清液倒入100mL容量瓶中，然后用2mL乙醇（质

量分数为50%）重新洗涤沉淀物，用涡旋机充分混匀，再加入6mL乙醇（质量分数为50%），混匀

后浴4000rpm离心机上离心10min（4℃），将上清液倒入100mL容量瓶中，将试管倒置，用吸水

纸将试管管口和壁上的水吸干，并将容量瓶用双蒸馏水定容到刻度，摇匀后取样在全自动

生化仪上测定葡萄糖含量。

[0173] （2）抗性淀粉的测定：在测定完非抗性淀粉的试管中加入1根5mm*5mm磁力棒和2mL 

KOH（2M）溶液，并于冰溶中用磁力棒搅拌摇匀20min，以洗涤和溶解抗性淀粉颗粒。然后向试

管中加入8mL乙酸钠缓冲液（1.2M，pH为3.8），用磁力棒搅拌混匀后立即加入0.1mL淀粉葡萄

说　明　书 10/13 页

12

CN 112515102 B

12



糖糖苷酶（3300IU/mL），混匀后将试管置于50℃水浴中孵育30min，并用涡旋机间断性混合。

[0174] 样品抗性淀粉含量大于10%时，需定量将试管中水解液转入100mL容量瓶中，并用

双蒸馏水反复冲洗吸管，洗液倒入容量瓶中，然后用双蒸馏水定容至刻度，摇匀后取样10mL

于4000rpm离心机上离心10min（4℃），取上清液在全自动生化仪上测定葡萄糖含量。样品抗

性淀粉含量小于10%时，直接将试管于4000rpm离心机上离心10min（4℃），取上清液在全自

动生化仪上测定葡萄糖含量。

[0175] 计算：①非抗性淀粉（%）＝（C*0.9/m）*100；

[0176] 上式中，C为水解葡萄糖浓度（mg/mL），m为样品的质量（mg），100为定容后的体积

（mL），0.9为葡萄糖换算成淀粉的系数。

[0177] ②抗性淀粉：当样品抗性淀粉含量大于10%时，抗性淀粉含量计算公式与非抗性淀

粉相同；当样品抗性淀粉含量小于10%时，抗性淀粉含量计算公式如下：非抗性淀粉（%）＝

（C*0.9/m）*10.3；

[0178] 上式中，C为水解葡萄糖浓度（mg/mL），m为样品的质量（mg），10.3为定容后的体积

（mL），0.9为葡萄糖换算成淀粉的系数。

[0179] 测试结果如下表3所示：

[0180] 表3 实施例1‑8及对比例1‑4的复合粗粮米中抗性淀粉含量

[0181] 项目 抗性淀粉/% 非抗性淀粉/%

实施例1 26.2 73.8

实施例2 26.5 73.5

实施例3 26.3 73.7

实施例4 26.4 73.6

实施例5 18.4 81.6

实施例6 25.9 74.1

实施例7 25.6 74.4

实施例8 23.3 76.7

对比例1 5.5 91.5

对比例2 26.1 73.9

对比例3 26.2 73.8

对比例4 15.0 85

[0182] 由上表3和实施例1‑4、6、7可知，本申请采用植物油与热水混合形成油水乳液后，

再与混合米蒸煮，制得的复合粗粮米中抗性淀粉含量较高，原因可能是植物油的加入，其脂

肪酸在热水中充分延伸，并与混合米中的淀粉形成抗性淀粉，使得米浆中的抗性淀粉升高，

进而使得复合粗粮米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较高；而实施例5中未有添加植物油，制得的复合粗

粮米中的抗性淀粉含量比实施例2显著下降，原因可能是米浆制备中未添加植物油，使得抗

性淀粉的形成较少。

[0183] 而对比例1是将超微粉碎后的粗粮粉料直接加入水中熟化并挤压成型，未有植物

油以及米浆中的淀粉成分，使得抗性淀粉的含量较低。而对比例4中亦未有添加植物油，其

营养复合米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较小。

[0184] （三）外观形貌及食用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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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5] 判断上述实施例1‑8以及对比例1‑4制得的复合粗粮米蒸煮食用前的粉料脱落情

况以及表面光泽情况。

[0186] 然后将上述实施例1‑8以及对比例1‑4制得的复合粗粮米加水蒸煮，复合粗粮米与

水的混合重量比为1:1.4，煮熟后，判断其食用口感和柔软度，结果如下表4所示：

[0187] 表4 实施例1‑8及对比例1‑4的复合粗粮米外观形貌及食用口感

[0188]   外观形貌 食用口感

实施例1 米粒完整、表面光滑 蒸煮后明显膨胀，软硬适中，粘度好

实施例2 米粒完整、表面光滑 蒸煮后明显膨胀，软硬适中，粘度好

实施例3 米粒完整、表面光滑 蒸煮后明显膨胀，软硬适中，粘度好

实施例4 米粒表面有部分粉料掉落，表面有凹坑 蒸煮后明显膨胀，软硬适中，粘度好

实施例5 米粒完整、表面无光泽 蒸煮后明显膨胀，软硬适中，粘度好

实施例6 米粒完整、表面光滑 蒸煮后明显膨胀，软硬适中，粘度稍低

实施例7 米粒完整、表面光滑 蒸煮后稍微膨胀，软度稍低，粘度好

实施例8 米粒表面有粉料掉落，表面有凹坑 蒸煮后明显膨胀，口感较硬，粘度低

对比例1 米粒表面有部分粉料掉落 蒸煮后无膨胀感，口感硬，粘度低

对比例2 米粒完整、表面光滑 蒸煮后稍微膨胀，软硬适中，粘度好

对比例3 米粒完整、表面光滑 蒸煮后明显膨胀，软硬适中，粘度好

对比例4 米粒完整、表面光滑 蒸煮后有膨胀感，口感有颗粒感，粘度低

[0189] 由上表以及对比例1‑3、6、7可知，采用糯米和/或粳米作为大米成分制备米浆，粘

度较佳，与复合粉料混合均匀，能将复合粉料黏着，且采用了植物油，使制得的粗粮米表面

光滑有光泽。而对比例4中有部分粉料脱落，且表面有凹坑，原因可能是米浆未经打浆，粗粮

粉料则直接加入至蒸煮后的米浆中，使得粗粮粉料在米浆中未有充分分散，米浆对粗粮粉

料的黏着力亦较低，继而导致粉料的脱落及表面的凹坑存在。而实施例5制备米浆过程中未

有添加植物油，制得的米粒表面则无光泽，较为粗糙。而实施例8的粗粮成分比实施例2增

加，但米粒表面却有粉料掉落及凹坑存在，且口感较硬，粘度降低，原因可能是粗粮含量的

增加，使得在米浆成分中未能分散均匀，且米浆对增量的粗粮粉料黏着下降，继而出现粉料

掉落剂凹坑的出现，口感的柔软度和粘度亦随着粗粮含量的增加而下降。

[0190] 而实施例6采用糯米制得的米浆与粗粮粉料混合，制得的粗粮米蒸煮后粘度降低，

而实施例7采用粳米制得的米浆与粗粮粉料混合，制得的粗粮米蒸煮后膨胀程度比实施例2

降低，原因可能是粳米的加入会一定程度地提高米浆的粘度，但仅采用粳米又会降低了粗

粮米蒸煮的膨胀柔软口感，而实施例2采用复配的方式制备米浆，能是制得的粗粮米口感适

中，蒸煮后膨胀，且粘度好。

[0191] 而对比例1将粗粮粉料直接加入水中混合后蒸煮熟化、挤压成型制备米粒，米粒表

面有部分粉料掉落，且蒸煮后口感硬、粘度低，原因可能是相对于米浆而言，水对粉料的黏

着力较低，而仅用水进行混合，则制得的米粒中容易出现粉料，且加油含有糯米和/或粳米

的米浆能提高米粒的柔软口感；另一方面，对比例1的粗粮米粒蒸煮后无膨胀，原因可能是

在制备米粒的过程中已进行加水熟化，粗粮成分已熟化膨胀，使得在蒸煮制备米饭时没有

膨胀。

[0192] 而对比例2的复合粗粮米膨胀程度没有实施例2的明显，原因可能是对比例2中在

制备米粒过程中，超微粉碎后的粉料加入至米浆后则进行熟化处理，粗粮成分已熟化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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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在后续蒸煮食用时膨胀不明显；而对比例4的营养复合米则有膨胀感，但是口感有颗粒

感，粘度较低，原因可能是对比例4的营养复合米是将粗粮直接粉碎成米粒大小，而未有与

含糯米和/或粳米的米浆混合制备米粒，使得米粒在蒸煮后口感有颗粒感、粘度较低。

[0193]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申请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申请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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