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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膨化芒果及其制备方法。

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芒果果肉放置于膨化罐

中进行变温压差膨化，得到所述膨化芒果；所述

变温压差膨化包括如下步骤：1) 将膨化罐内的

温度升为 70℃ -90℃，压强升至高于膨化罐外大

气压 0.1-0.3MPa，保持温度和压强使芒果果肉的

表面温度与膨化罐内温度一致；2) 将膨化罐内

压强降至真空状态，并在所述真空状态下降温至

60-80℃，然后保持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和所述温

度使所述芒果果肉含水量为 3-5％；3) 将膨化罐

内降温至 10-30℃，在所述真空状态下保持 30-60

分钟，得到膨化芒果。该方法作为一种果蔬脆片加

工的新技术，最大程度的保持了原料的营养成份

和风味，其加工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而且避

免了油炸产品含有少量油脂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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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制备非油炸膨化芒果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芒果果肉放置于膨化罐中进行

变温压差膨化，得到所述膨化芒果；

所述变温压差膨化包括如下步骤：

1）将装有所述芒果果肉的膨化罐内的温度升为 70℃ -90℃，压强升至高于膨化罐外大

气压 0.1-0.3MPa，保持所述温度和压强使所述芒果果肉的表面温度与所述膨化罐内温度一

致；

2）在步骤 1）的基础上将膨化罐内压强降至真空状态，并在所述真空状态下降温至

60-80℃，然后保持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和所述温度使所述芒果果肉含水量的质量百分数

为 3-5%；

3）在步骤 2）的基础上，将膨化罐内降温至 10-30℃，然后在所述真空状态下保持 30-60

分钟，最后破除真空，得到膨化芒果；

所述方法还包括变温压差膨化之前的预干燥处理，所述预干燥处理是将所述芒果果肉

进行干燥处理至其含水量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30%-35%；

所述干燥处理的温度为 65-85℃，时间为 2-4h；

所述方法还包括在预干燥处理和变温压差膨化之间的均湿处理，所述均湿处理是将芒

果果肉放在密闭容器中贮存 12-24h；

所述方法还包括在预干燥处理前对芒果果肉进行预冷冻处理，所述预冷冻处理是将芒

果果肉放在 -80℃超低温冰箱中冻 5-8h。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中，所述温度为 75℃ -85℃；所述

压强升至高于膨化罐外大气压 0.1-0.15MPa；所述保持的时间为 0-15分钟；

步骤 2）中，所述真空状态的真空度为 -0.1至 0MPa；所述降温后的温度为 70℃；所述降

温所用时间为 1-3分钟；所述保持的时间为 85-90分钟；

步骤 3）中，所述降温后的温度为 10-20℃；所述保持的时间为 40min。

3.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中，所述降温是通过自然冷

却、空调冷却或者先自然冷却再空调冷却进行。

4.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芒果果肉是将芒果清洗，去皮，去中

间果核，并切分得到的芒果果粒和 /或条。

5.权利要求 1-4任一所述的方法制备的膨化芒果。

6.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膨化芒果，其特征在于：所述膨化芒果的水分质

量 百 分 含 量 为 2.61%-3.35%，总 糖 含 量 为 62.4g/100g-67.8g/100g，Vc 含 量 为

29.78mg/100g-31.2mg/100g，β- 胡萝卜素含量为 0.011g/Kg-0.012g/Kg，蛋白质含量为

4.20g/100g-4.76g/100g，钾含量为 6.77g/Kg-7.24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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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膨化芒果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膨化芒果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芒果，属于漆树科芒果属，是热带著名优质水果，其种植面积及产量仅次于香蕉，

是世界第二大热带水果。

[0003] 芒果具有独特的香气及风味，兼有水蜜桃、甜杏、菠萝、柿子等多种水果的混合滋

味，清香适口，风味别致。芒果的可食部分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如：维生素 C、β- 胡萝卜

素、粗蛋白等；以及易为人体吸收的钙、铁、镁等微量元素；此外还含有硫胺素、核黄素和游

离氨基酸 (包括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 )。

[0004] 芒果的贮藏和运输是芒果产业的重大难题，新鲜芒果采收后，迅速后熟易腐烂，且

芒果对低温敏感，易遭受冻害不易储藏。目前常将芒果加工成芒果汁、芒果果脯、芒果罐头、

芒果醋和芒果乳饮等产品，现有的这些加工方法加工过程中常使用添加剂来增加产品的稳

定性，对芒果的营养成分破坏性比较大。因此在加工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添加剂，生产绿色、

天然的果蔬脆片加工是果蔬加工产业的一个新的趋势。现阶段果蔬脆片加工技术主要有真

空油炸、微波干燥及冷冻干燥等，对于真空油炸加工的果蔬产品，由于经过油炸处理，产品

中有油脂残留，并且经过油炸处理后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经过微波干燥或冷冻干燥

加工的产品虽然产品性状较好，但是口感较差且加工设备费用投入和能耗消耗比较大，不

利于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和广泛使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膨化芒果及其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所提供的制备膨化芒果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芒果果肉放置于膨化罐

中进行变温压差膨化，得到所述膨化芒果；

[0007] 所述变温压差膨化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将装有所述芒果果肉的膨化罐内的温度升为 70℃ -90℃，压强升至高于膨化罐

外大气压 0.1-0.3MPa，保持所述温度和压强使所述芒果果肉的表面温度与所述膨化罐内温

度一致；

[0009] 2) 在步骤 1) 的基础上将膨化罐内压强降至真空状态，并在所述真空状态下降温

至 60-80℃，然后保持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和所述温度使所述芒果果肉含水量为 3-5％ (质

量百分数 )；

[0010] 3) 在步骤 2) 的基础上，将膨化罐内降温至 10-30℃，然后在所述真空状态下保持

30-60分钟，最后破除真空，得到膨化芒果。

[0011] 步骤 1) 中，所述温度为 75℃ -85℃，优选为 80℃；所述压强升至高于膨化罐外大

气压 0.1-0.15MPa；所述保持的时间为 0-15分钟，优选为 3-10分钟，更优选为 5分钟；

[0012] 步骤 2) 中，所述真空状态的真空度为 0 至 -0.1MPa，优选为 -0.098MPa；所述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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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温度为 70℃；所述降温所用时间为 1-3分钟，优选是 1分钟；所述保持的时间为 89-87

分钟，优选是 89分钟；步骤 2)中压强下降是通过真空罐抽真空瞬间降压至真空状态。

[0013] 步骤 3)中，所述降温后的温度为 10-20℃，优选是 15℃；所述保持的时间为 40min。

[0014] 其中步骤 3) 中，所述降温是通过自然冷却、空调冷却或者先自然冷却再空调冷却

进行。

[0015] 进一步，上述方法还包括变温压差膨化之前的预干燥处理，所述预干燥处理是将

所述芒果果肉进行干燥处理至其含水量为 30％ -35％ (质量百分含量 )。

[0016] 上述干燥处理的温度为 65-85℃，时间为 2-4h。

[0017] 更进一步，上述方法中还包括在预干燥处理和变温压差膨化之间的均湿处理，所

述均湿处理是将芒果果肉放在密闭容器中贮存 12-24h。

[0018] 上述方法还包括在预干燥处理前对芒果果肉进行预冷冻处理，所述预冷冻处理是

将芒果果肉放在 -80℃超低温冰箱中冻 5-8h。

[0019] 上述芒果果肉可以是将芒果清洗，去皮，去中间果核，并切分得到的芒果果粒和 /

或条。

[0020] 上述方法适用所有品种的芒果，如凯特种、金煌种、贵妃种、澳芒种等。

[0021] 上述方法制备的膨化芒果也是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所述膨化芒果

含 水 量 为 2.61 ％ -3.35 ％，总 糖 含 量 为 62.4g/100g-67.8g/100g，Vc 含 量 为

29.78mg/100g-31.2mg/100g，β- 胡萝卜素含量为 0.011g/Kg-0.012g/Kg，蛋白质含量为

4.20g/100g-4.76g/100g，钾含量为 6.77g/Kg-7.24g/Kg，所述％均为质量百分含量。

[0022] 本发明的方法采用预干燥和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的方法制成膨化芒果果粒 ( 条 )。

在膨化过程中，芒果果粒 (条 )因组织内部水分瞬间汽化而散失，导致原料细胞内或细胞间

膨胀形成均匀的蜂窝状结构，使产品有很好的酥脆性，食用后能在口中迅速融化，口感好，

易消化。这种均匀多孔的质地也使产品易于吸水，有良好的复水性。产品在加工过程中不

添加色素和其他添加剂等，尽量保留了原水果的颜色和风味，纯净天然，安全卫生。

[0023] 本发明的膨化芒果果粒 (条 )不经过破碎、榨汁、浓缩等工艺，与芒果汁、芒果果脯

等产品相比，能较好地保留并浓缩了芒果中的多种营养成份，如糖份、维生素、纤维素和矿

物质等。本发明的膨化芒果果粒 (条 )含水量一般在 2％ -4％，加上芒果产品的含糖量高，

使膨化产品的水分活度较低，不利于微生物生长繁殖，可以长期保存。另外，采用变温压差

膨化的芒果条在加工过程中没有经过高温油炸处理，产品中没有油脂的残留，这是与油炸

处理的产品最大的不同，也是本产品最大的优势，并且产品克服了油炸果蔬产品因含有少

量油脂而不易贮存、风味易变劣等缺点。

[0024] 本发明的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的方法作为一种果蔬脆片加工的新型技术，对果蔬原

料直接进行烘干、膨化，最大程度的保持了原料的营养成份和风味。其加工过程中不使用任

何添加剂，而且避免了油炸产品含有少量油脂的缺点，产品质量接近冷冻干燥的产品。膨化

果蔬设备与冷冻干燥设备相比具有适用性广、价格低、操作简单、易于控制等特点，这些优

势有利于变温压差膨化技术的推广和使用。

[0025] 本发明的膨化芒果果粒 (条 )可直接作为生产新型、天然、绿色的膨化休闲食品或

早餐辅助食品，携带和食用方便；另外，这种膨化产品也可以进一步经过超微粉碎后生产新

型果蔬营养粉，作为生产新型功能食品 (尤其适用于儿童或老年人 )的原料；芒果超微粉也

说  明  书CN 102125238 B

4



3/9页

5

可以直接调配作为健康饮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述实施例中所述的方法，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27] 下述方法所述的百分含量，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质量百分含量。

[0028] 本发明方法的原理：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系统主要由膨化罐和一个体积比膨化罐

大 5 ～ 10 倍的真空罐组成。先将芒果果粒 ( 条 ) 进行预干燥，干燥至水分含量为 30％～

35％ ( 这一处理可使芒果果粒 ( 条 ) 达到一个易于形变的状态；并且这一阶段也是一个脱

水的过程，节约后期真空干燥的能耗；这一阶段干燥后含水量的多少和膨化效果有直接的

关系 )，然后，将芒果果粒 (条 )置于膨化罐内，进行密封后加温加压，当罐内压力上升至高

于膨化罐外大气压 0.1-0.3Mpa( 使膨化罐和真空系统之间产生一个压力差，此压力差是物

料中水分瞬间蒸发的动力 )、温度达到 70-90℃时 (此温度使物料处与一个过热和软化的状

态，使物料易于形变，便于膨化 )，停滞 0-15min(使物料表面的温度达到所设定的温度 )，随

后迅速打开连接膨化罐和真空罐 ( 真空罐已预先抽真空 ) 的泄压阀，由于膨化罐内瞬间降

压，使物料内部水分瞬间蒸发，导致果蔬组织形成均匀的蜂窝状结构 ( 经过预干燥后的物

料本身处于一个干缩的状态，由于瞬间打开泄压阀，使物料中的水分瞬间向真空系统方向

逃逸，同时带动干缩的物料膨起，完成了物料脱水过程的同时，使物料达到了一个蓬松的状

态 )。保持真空状态 (-0.098MPa)，在温度为 60-80℃条件下维持加热脱水一段时间，直至达

到所需的含水量，停止加热 ( 此过程可进一步使物料脱水，使物料含水量进一步下降 )，使

膨化罐在 10-20℃条件下冷却 30-60min 后破除真空 ( 此过程可以使膨化后的物料快速冷

却，便于物料膨化后的产品定型 )，取出产品进行包装，即得到膨化产品。

[0029] 实施例 1、变温压差膨化生产膨化芒果果粒 (条 )

[0030] 一、膨化芒果果粒 (条 )的制备

[0031] 取新鲜芒果 (品种为凯特种 )作为原料，按照下述方法测定各项指标：

[0032] 水分测定方法：干燥法。具体为：精确称量样品 2-10g，置已干燥，冷却并称至恒重

的有盖的称量瓶中，移入 95-105℃的常压烘箱中，开盖烘 2-4h 后取出，加盖置于干燥器内

冷却 0.5h后称重。再烘一小时后称重。重复此操作，直至前后两次质量差不超过 2mg即为

干燥后恒重，水分含量＝ (鲜重 (干燥前重量 )-干燥后恒重 )/鲜重。

[0033] 总糖测定方法：按照国家标准 GB6194-86，水果、蔬菜可溶性糖测定方法测定总糖

含量。仪器与试剂配制，同 GB6194-86。

[0034] VC测定方法：按照国家标准 GB12392-90，水果、蔬菜及其制品中总抗坏血酸的测定

方法 (2，4-二硝基苯肼法 )测定维生素 C含量。

[0035] β- 胡萝卜素测定方法：按照国家标准 GB5413.35-2010，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

β-胡萝卜素的测定方法测定β-胡萝卜素含量。

[0036] 蛋白质测定方法：按照国家标准 GB8856-88，水果、蔬菜产品粗蛋白质测定方法测

定蛋白质含量。

[0037] 钾测定方法：按照国家标准 GBT15402-1994，水果、蔬菜及其制品钠、钾含量的测

定方法测定钾含量。

[0038] 上述各项指标检测结果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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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表 1.鲜样芒果的指标测定 (％为质量百分含量 )

[0040] 

  营养成分   鲜样

  鲜样含水量 (％ )   80.23

  总糖 (％ )   12.43

  Vc(mg/100g)   36.22

  β-胡萝卜素 (g/Kg)   0.05

  蛋白质 (％ )   0.6

  钾 (mg/Kg)   18.1

[0041] 膨化芒果的生产步骤：原料清洗、去皮、去核、切分、预处理、预干燥、均湿、变温压

差膨化干燥、冷却、分级、包装；具体方法如下所述：

[0042] 1、原料清洗：用清水清洗，去除原料表面的污物。

[0043] 2、去皮、去核、切分：用去皮机去除芒果的表皮，除净芒果原料中间比较坚硬的果

核，得到芒果果肉，把芒果果肉切 1.25cm3的立方形果粒或者 5.0cm长，截面为 0.50cm2正方

形的果条。

[0044] 3、预处理：把步骤 2切分好的芒果果粒 (条 )放在 -80℃超低温冰箱中深冻 5-8h。

[0045] 4、预干燥：把步骤 3 预处理后的芒果果肉原料放在热风干燥箱 ( 上海精宏实验设

备有限公司，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DHG-9123A 型 ) 中进行预干燥，干燥温度为 75℃，干燥

时间 3h。按照上述的干燥法测定含水量，结果表明干燥后的芒果果粒 ( 条 ) 的含水量为

30.6％。

[0046] 5、均湿：把步骤 4 预干燥处理后的原料进行均湿处理，即将预干燥处理后的原料

放在密闭容器中室温贮存 12h。

[0047] 6、变温压差膨化干燥

[0048] 工艺流程：预干燥的芒果原料摆盘装入膨化罐、封罐、加温加压、泄压膨化、变温真

空脱水、冷却、开罐

[0049] 具体步骤为：将步骤 5 均湿后的芒果果粒 ( 条 ) 放置于膨化罐 (QDPH10-1 型，天

津市勤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中，加温加压至温度为 75℃，压强升至高于膨化罐外大气

压 0.1MPa，保持 5min，打开阀门将膨化罐与真空罐连通，抽真空，使压强瞬间降为真空状态

( 真空度为 -0.098MPa)；然后继续抽真空，保持该压强，将温度在 1-2 分钟的时间内降至

70℃；然后保持 90分钟的时间，使芒果果肉含水量为 3-5％ (质量百分含量 )；然后先自然

冷却至室温再空调冷却至15℃，然后在15℃中冷却40min，再破除真空(膨化罐与外界大气

相通 )，分别得到膨化芒果果粒 (条 )。

[0050] 7、分级、包装：将膨化芒果果粒 (条 )分级采用手工或自动分级机；包装采用充氮

包装。

[0051] 二、膨化芒果果粒 (条 )的品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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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1、感官检测

[0053] 将被测样品倒在洁净的白瓷盘中，用肉眼直接观察色泽，形态和杂质，嗅其气味，

品尝滋味，结果表明上述制备的膨化芒果产品保留了原水果的颜色和风味；原料细胞内或

细胞间膨胀形成均匀的蜂窝状结构，有很好的酥脆性，食用后能在口中迅速融化，口感好，

易消化，部分结果如表 2所示。

[0054] 表 2.感官检测结果

[0055] 

[0056] 2、理化指标的检测

[0057] 上述制备的膨化芒果果粒 ( 条 ) 能较好地保留并浓缩了鲜果中的多种营养成

份，如糖、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按照步骤一所述的方法检测总糖含量、Vc 含量、β- 胡

萝卜素含量、蛋白质含量、钾含量，结果表明上述膨化芒果果粒 ( 条 ) 的含水量分别为

2.61％、3.24％，总糖含量分别为 64.6g/100g、62.4g/100g，Vc 含量分别为 31.00mg/100g、

29.78mg/100g，β- 胡萝卜素含量分别为 0.012g/Kg、0.011g/Kg，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4.20g/100g、4.29g/100g，钾含量为 6.77g/Kg、6.96g/Kg。

[0058] 3、保质期检测

[0059] 将步骤一制备的包装后的膨化芒果果粒 (条 )在常温放置 12个月后，检测各项指

标，结果表明，其色泽、滋味和口感、形状与刚制备出的产品相比，均无明显变化；

[0060] 按照步骤一所述的方法检测总糖含量、Vc 含量、β- 胡萝卜素含量、蛋白质含量、

钾含量，结果表明上述膨化芒果果粒 (条 )的含水量分别为 2.68％、3.34％，总糖含量分别

为 64.2g/100g、61.4g/100g，Vc 含量分别为 30.76mg/100g、29.78mg/100g，β- 胡萝卜素

含量分别为 0.012g/Kg、0.011g/Kg，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4.15g/100g、4.21g/100g，钾含量为

6.74g/Kg、6.86g/Kg。

[0061] 实施例 2、变温压差膨化生产膨化芒果

[0062] 一、膨化芒果的制备

[0063] 取新鲜芒果 ( 品种为凯特种 ) 作为原料，按照实施例 1 步骤一所述的方法检测其

水含量，总糖含量、Vc 含量、β- 胡萝卜素含量、蛋白质含量、钾含量等性质，结果如表 3 所

示：

[0064] 表 3.鲜样芒果的指标测定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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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成分   鲜样

  鲜样含水量 (％ )   78.73

  总糖 (％ )   13.43

  Vc(mg/100g)   36.46

  β-胡萝卜素 (g/Kg)   0.07

  蛋白质 (％ )   0.54

  钾 (mg/Kg)   16.5

[0066] 膨化芒果的生产步骤：原料清洗、去皮、去核、切分、预处理、预干燥、均湿、变温压

差膨化干燥、冷却、分级、包装；具体方法如下所述：

[0067] 1、原料清洗：用清水清洗，去除原料表面的污物。

[0068] 2、去皮、去核、切分：用去皮机去除芒果的表皮，除净芒果原料中间比较坚硬的果

核，得到芒果果肉，把芒果果肉切 1.25cm3的立方形果粒或者 5.0cm长，截面为 0.50cm2正方

形的果条。

[0069] 3、预处理：把步骤 2切分好的芒果果粒 (条 )放在 -80℃超低温冰箱中深冻 5-8h。

[0070] 4、预干燥：把步骤 3 预处理后的芒果果肉原料放在热风干燥箱 ( 上海精宏实验设

备有限公司，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DHG-9123A 型 ) 中进行预干燥，干燥温度为 75℃，干燥

时间 3h。按照上述的干燥法测定含水量，结果表明干燥后的芒果果粒 ( 条 ) 的含水量为

28.6％。

[0071] 5、均湿：把步骤 4 预干燥处理后的原料进行均湿处理，即将预干燥处理后的原料

放在密闭容器中室温贮存 12h。

[0072] 6、变温压差膨化干燥

[0073] 工艺流程：预干燥的芒果原料摆盘装入膨化罐、封罐、加温加压、泄压膨化、变温真

空脱水、冷却、开罐

[0074] 具体步骤为：将步骤 5 均湿后的芒果果粒 ( 条 ) 放置于膨化罐 (QDPH10-1 型，天

津市勤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中，加温加压至温度为 80℃，压强升至高于膨化罐外大气

压 0.13MPa，保持 5min，打开阀门将膨化罐与真空罐连通，抽真空，使压强瞬间降为真空状

态 (真空度为 -0.098MPa)；然后继续抽真空，保持该压强，将温度在 1-2分钟的时间内降至

70℃；然后保持 89-88分钟的时间，使芒果果肉含水量为 3-5％ (质量百分含量 )；然后先自

然冷却至室温再空调冷却至15℃，然后在15℃中冷却40min，再破除真空(膨化罐与外界大

气相通 )，分别得到膨化芒果果粒 (条 )。

[0075] 7、分级、包装：将膨化芒果果粒 (条 )分级采用手工或自动分级机；包装采用充氮

包装。

[0076] 二、膨化芒果的品质检测

[0077] 1、感官检测

[0078] 将被测样品倒在洁净的白瓷盘中，用肉眼直接观察色泽，形态和杂质，嗅其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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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滋味，结果表明上述制备的膨化芒果保留了原水果的颜色和风味；原料细胞内或细胞

间膨胀形成均匀的蜂窝状结构，有很好的酥脆性，食用后能在口中迅速融化，口感好，易消

化，部分结果如表 4所示。

[0079] 表 4.感官检测结果

[0080] 

 

[0081] 2、理化指标的检测

[0082] 上述制备的膨化芒果果粒 ( 条 ) 能较好地保留并浓缩了鲜果中的多种营养成

份，如糖、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按照步骤一所述的方法检测总糖含量、Vc 含量、β- 胡

萝卜素含量、蛋白质含量、钾含量，结果表明上述膨化芒果果粒 ( 条 ) 的含水量分别为

3.21％、3.15％，总糖含量分别为 67.8g/100g、65.9g/100g，Vc 含量分别为 30.97mg/100g、

30.89mg/100g，β- 胡萝卜素含量分别为 0.011g/Kg、0.012g/Kg，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4.76g/100g、4.57g/100g，钾含量为 6.87g/Kg、7.24g/Kg。

[0083] 3、保质期检测

[0084] 将步骤一制备的包装后的膨化芒果果粒 (条 )在常温放置 12个月后，检测各项指

标，结果表明，其色泽、滋味和口感、形状与刚制备出的产品相比，均无明显变化；

[0085] 按照步骤一所述的方法检测总糖含量、Vc 含量、β- 胡萝卜素含量、蛋白质含量、

钾含量，结果表明上述膨化芒果果粒 (条 )的含水量分别为 3.30％、3.21％，总糖含量分别

为 66.2g/100g、65.0g/100g，Vc 含量分别为 30.67mg/100g、30.78mg/100g，β- 胡萝卜素

含量分别为 0.011g/Kg、0.011g/Kg，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4.64g/100g、4.55g/100g，钾含量为

6.76g/Kg、7.06g/Kg。

[0086] 实施例 3、变温压差膨化生产膨化芒果

[0087] 一、膨化芒果的制备

[0088] 取新鲜芒果 ( 品种为澳芒种 ) 作为原料，按照实施例 1 步骤一所述的方法检测其

水含量，总糖含量、Vc 含量、β- 胡萝卜素含量、蛋白质含量、钾含量等性质，结果如表 5 所

示：

[0089] 表 5.鲜样芒果的指标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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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营养成分   鲜样

  鲜样含水量 (％ )   79.03

  总糖 (％ )   13.00

  Vc(mg/100g)   36.02

  β-胡萝卜素 (g/Kg)   1.1

  蛋白质 (％ )   0.6

  钾 (mg/Kg)   18.1

[0091] 膨化芒果的生产步骤：原料清洗、去皮、去核、切分、预处理、预干燥、均湿、变温压

差膨化干燥、冷却、分级、包装；具体方法如下所述：

[0092] 1、原料清洗：用清水清洗，去除原料表面的污物。

[0093] 2、去皮、去核、切分：用去皮机去除芒果的表皮，除净芒果原料中间比较坚硬的果

核，得到芒果果肉，把芒果果肉切 1.25cm3的立方形果粒或者 5.0cm长，截面为 0.50cm2正方

形的果条。

[0094] 3、预处理：把步骤 2切分好的芒果果粒 (条 )放在 -80℃超低温冰箱中深冻 5-8h。

[0095] 4、预干燥：把步骤 3 预处理后的芒果果肉原料放在热风干燥箱 ( 上海精宏实验设

备有限公司，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DHG-9123A 型 ) 中进行预干燥，干燥温度为 75℃，干燥

时间 3h。按照上述的干燥法测定含水量，结果表明干燥后的芒果果粒 ( 条 ) 的含水量为

29.6％。

[0096] 5、均湿：把步骤 4 预干燥处理后的原料进行均湿处理，即将预干燥处理后的原料

放在密闭容器中室温贮存 12h。

[0097] 6、变温压差膨化干燥

[0098] 工艺流程：预干燥的芒果原料摆盘装入膨化罐、封罐、加温加压、泄压膨化、变温真

空脱水、冷却、开罐。

[0099] 具体步骤为：将步骤 5 均湿后的芒果果粒 ( 条 ) 放置于膨化罐 (QDPH10-1 型，天

津市勤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中，加温加压至温度为 85℃，压强升至高于膨化罐外大气

压 0.15MPa，保持 6min，打开阀门将膨化罐与真空罐连通，抽真空，使压强瞬间降为真空状

态 (真空度为 -0.098MPa)；然后继续抽真空，保持该压强，将温度在 1-2分钟的时间内降至

70℃；然后保持 89-88分钟的时间，使芒果果肉含水量为 3-5％ (质量百分含量 )；然后先自

然冷却至室温再空调冷却至15℃，冷却40min，再破除真空(膨化罐与外界大气相通)，分别

得到膨化芒果果粒 (条 )。

[0100] 7、分级、包装：将膨化芒果果粒 (条 )分级采用手工或自动分级机；包装采用充氮

包装。

[0101] 二、膨化芒果的品质检测

[0102] 1、感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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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将被测样品倒在洁净的白瓷盘中，用肉眼直接观察色泽，形态和杂质，嗅其气味，

品尝滋味，结果表明上述制备的膨化芒果保留了原水果的颜色和风味；原料细胞内或细胞

间膨胀形成均匀的蜂窝状结构，有很好的酥脆性，食用后能在口中迅速融化，口感好，易消

化，部分结果如表 6所示。

[0104] 表 6.感官检测结果

[0105] 

[0106] 2、理化指标的检测

[0107] 上述制备的膨化芒果果粒 ( 条 ) 能较好地保留并浓缩了鲜果中的多种营养成

份，如糖、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按照步骤一所述的方法检测总糖含量、Vc 含量、β- 胡

萝卜素含量、蛋白质含量、钾含量，结果表明上述膨化芒果果粒 ( 条 ) 的含水量分别为

3.35％、3.26％，总糖含量分别为 66.6g/100g、64.4g/100g，Vc 含量分别为 31.20mg/100g、

29.98mg/100g，β- 胡萝卜素含量分别为 0.011g/Kg、0.010g/Kg，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4.27g/100g、4.36g/100g，钾含量为 6.97g/Kg、7.06g/Kg。

[0108] 3、保质期检测

[0109] 将步骤一制备的包装后的膨化芒果果粒 (条 )在常温放置 12个月后，检测各项指

标，结果表明，其色泽、滋味和口感、形状与刚制备出的产品相比，均无明显变化；

[0110] 按照步骤一所述的方法检测总糖含量、Vc 含量、β- 胡萝卜素含量、蛋白质含量、

钾含量，结果表明上述膨化芒果果粒 (条 )的含水量分别为 3.42％、3.34％，总糖含量分别

为 64.2g/100g、63.4g/100g，Vc 含量分别为 30.96mg/100g、29.68mg/100g，β- 胡萝卜素

含量分别为 0.011g/Kg、0.010g/Kg，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4.25g/100g、4.31g/100g，钾含量为

6.64g/Kg、6.96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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