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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陳曉菁、鄭智遠、沈家儀、石佩玉、張錦興。2021。不同乾燥技術對愛文芒果品質之影

響。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78：46-56。
本研究以愛文芒果利用傳統熱風 (HAD) 或新式熱泵 (HPD)、冷風 (CAD)、微波 (MWD)

及射頻 (RFD) 等乾燥技術製程，探討不同乾燥條件製成芒果乾之熱傳導與對流機制、乾燥

效率及品質之影響。熱泵和微波其乾燥時間為熱風的 4/5；射頻其乾燥時間為 HAD 的 1/5，
且熱泵、微波和射頻能源損耗最少；色澤上以熱泵處理後的果乾亮度值最高；不同乾燥製程

的果乾之含水率皆達 11% 以下，水活性為 0.57 ～ 0.62 aw。整體來說，不同乾燥製程的果乾

的含水率與水活性皆可符合食品衛生標準，本試驗結果顯示利用熱泵、微波和射頻等乾燥技

術進行芒果果乾製程較熱風可有效降低能源耗損，提升農產加工品品質與貯存壽命，根據不

同乾燥技術之效果，可提供芒果加工產業之參考，並增加農民收益。

現有技術： 臺灣芒果乾燥方式大都採用柴油火力或熱風乾燥，除了能源消耗多之外，

易造成芒果果乾品質不穩，影響貯架壽命。

創新內容： 本試驗愛文芒果藉由不同乾燥技術進行芒果果乾的製程，探討各種因素與

乾燥技術的相關性，以評估芒果果乾製程之乾燥效率及產品品質。

對產業影響： 建立不同乾燥技術製程之效果，可提供芒果加工產業之參考，並增加農

民收益，穩定市場價格。

關鍵字：愛文芒果、熱風乾燥、熱泵乾燥、冷風乾燥、微波乾燥、射頻乾燥

接受日期：2021 年 10 月 24 日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報告第 540 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約用助理、助理研究員、研究員兼課長。

712 臺南市新化區牧場 70 號。

3.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研究專員。



不同乾燥技術對愛文芒果品質之影響

47

前　　言

臺南是芒果 (Mangifera indica L.) 主要產區，常見芒果有愛文、金煌和凱特等品種，其

中以愛文最常被用於製成芒果乾，市場接受度高，乾燥產品的能耗和維持產品品質是選擇

乾燥過程的重要因素，好的乾燥系統可縮短乾燥時間並且對產品造成的損害達到最小，具

有高的成本效益。傳統方式包含了熱風乾燥 (hot-air drying, HAD)、冷風乾燥 (cold-air drying, 
CAD) 等，目前在產業中最大量被使用的為熱風乾燥，然而其高溫容易導致產品有明顯的熱

損害 (10)，因此不適合用於熱敏感性的物質。相較於熱風乾燥的高溫，冷風乾燥使用溫度為

35 ～ 45℃，對於色澤上的破壞程度較低，但其乾燥時間相對較長。為解決傳統乾燥方法上

的困境，因此近年來有許多新興乾燥技術演進，例如：熱泵乾燥 (heat pump drying, HPD)、
微波乾燥 (microwave drying, MWD) 及射頻乾燥 (radio frequency drying, RFD) 等，對生產優

質乾燥產品影響範圍甚大，其中熱泵乾燥可以回收能量並獨立控制空氣的溫度和濕度 (14)，

使乾燥過程中處於相對封閉的系統中，因此與熱風乾燥相比，產品香氣及色澤能有較好的保

留，除此之外也能提升乾燥速率達到省時節能的效果 (6,7)。使用熱泵乾燥蘋果片 (4) 與甘藍菜
(3) 等結果發現耗能僅為熱風乾燥的 40%，效率提升約 45%。Queiroz 等 (13) 結果指出熱泵乾燥

蕃茄可節省高達 40% 的能源而不影響成品質量。Hou 等 (11) 學者研究指出蜜棗的乾燥中發現

熱泵乾燥比熱風乾燥節能約 21.5%。

微波及射頻皆屬於電磁波，由於電磁波可直接穿透食品並由極性分子吸收，因此可以克

服熱傳阻礙，達到均勻升溫的效果，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前者所使用的頻率主要為 915 和

2450 MHZ，而後者主要為 13.56、27.12 及 40.68 MHZ，因此射頻具有更大的穿透深度。上

述兩種新興乾燥方式皆可提升蔬果類在乾燥上的速率。Zhang 等 (15) 學者研究使用射頻進行

芒果的後段乾燥，只需 5 小時即可完成乾燥，鄭和陳 (9) 學者研究比較熱風、冷風及射頻乾

燥針對鹹金棗蜜餞的乾燥效率，三者所需的乾燥時間分別為 540、380 及 160 分鐘，透過介

電加熱的特性能大幅縮短乾燥時間；鄭等 (8) 學者研究使用 3 kW 的微波功率進行金棗蜜餞的

乾燥只需 350 分鐘即可完成，較冷風乾燥的 840 分鐘有明顯的提升。

乾燥方法的選擇取決於各種因素，例如產品類型、乾燥器的可用性、脫水成本和乾燥產

品的質量，基於能量消耗和乾燥產品的品質也是選擇乾燥過程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針對不同

乾燥技術進行芒果果乾的製造，探討其乾燥速率、色澤、品質及能源消耗等各種因素與乾燥

技術的相關性，並給予芒果果乾業者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

供試材料為南化區農會集貨場購買，選取已轉黃且無病蟲害之芒果果實，並於室溫

25℃下放置一天以備實驗，熟度約為八至九分熟，質地已軟化果實。

二、試驗方法

1. 試驗前處理及製備：芒果分別經清洗、削皮、去籽後，取果肉片 ( 本次實驗平均厚度

約為 23.33 mm )，進行熱風、冷風、熱泵、微波及射頻等乾燥技術，製備芒果乾樣 
品。

2. 不同乾燥技術的條件設定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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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熱風乾燥 (hot-air drying, HAD)：使用熱風乾燥機 ( 型號：RO-700 )，將溫度設定為

55℃，每盤樣品重 1.5 kg。
B. 冷風乾燥 (cold-air drying, CAD)：使用冷風乾燥機 ( 型號：YK-112R )，將溫度設

定為 45℃，每盤樣品重 1.5 kg。
C. 熱泵乾燥 (heat-pump drying, HPD)：使用熱泵乾燥機 ( 型號：BS-REDRY01 )，將

溫度設定為 55℃，每盤樣品重 1.5 kg。
D. 微波乾燥 (microwave drying, MWD)：使用微波乾燥機 ( 型號：MD-1K )，設定功

率為 1 kW，溫度為 55℃，每盤樣品重 1.5 kg。
E. 射頻乾燥 (radio frequency drying, RFD)：使用射頻乾燥機 ( 型號：EDB-5D )，設定

功率為 3.5 kW，電極板間距為 16 cm，每盤樣品重 1 kg。
3. 試驗樣品：將上述各種乾燥方式在乾燥過程中定時將樣品取出秤重，每組樣品至少三

重覆，乾燥完成後進行以下的測定。

A. 乾燥曲線：將芒果果肉分別放入各乾燥設備之樣品盤，控制樣品的乾基水分含量

約 0.11 kg水/kg乾物 ( 水分含量為 10% 計 )，且為乾燥終點，記錄乾燥過程中的重

量變化及樣品品質，用以推算升溫與加熱時間之線性關係、繪製樣品重量與加熱

時間之乾燥曲線。將上述各種乾燥方式在乾燥過程中定時將樣品取出秤重，並換

算乾基水分含量，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 Wt 為隨時間變化的重量，W0 為乾物重。換算後在與時間進行作圖，即可獲

得乾燥曲線。

B. 有效水分擴散速率 ( effective moisture diffusivity, De 值 )：根據菲克第二定律 (Fick’s 
second law) 進行水分擴散係數計算，其方程式如下：

H 為樣品厚度。Deff 為水分擴散係數。其中 MR (moisture ratio) 為水分比率，

，Me 可假設為一個很小的值，將其忽略不計，則可將 MR 簡化為

。其意義為隨時間變化的水分含量 (M) 與初始水分含量 (Mi) 的比值，皆以乾基

作表示。取自然對數後與時間進行作圖，即可獲得方程式。

C. 水分測定 (moisture content)：以水分天秤 (Mettler-Toledo HC103) 測定之。儀器溫

度設定 105℃，將樣品剪細碎後，取 5 g 樣品置於樣品盤內，放入儀器中，關閉機

器上蓋開始測定，檢測完成時讀取數值，單位為百分比 (%) 表示之。

D. 水活性 (water activity, aw)：以水活性測定儀 (Decagon AquaLab Series 4TE) 測定 
之。儀器以校正液 0.75 及 0.25 兩點線性校正。將樣品平鋪於樣品器皿中，大約為

樣品器皿之 2/3，在 25℃下測定，使之完全平衡時讀取數值，單位為 aw 表示之。

水活性是指食品中水分存在狀態，也就是水分與食品結合程度，aw 數值越高，代

表結合程度越低；相反之，aw 值越低，結合程度越高。

E. 能源消耗：以電流功率測量器 (HIOKI，型號：3280-10F) 測量之，電壓和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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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V × A，其中 W 代表功率 ( 瓦數 W )，V 代表電壓 ( 伏特 V )，藉由各乾燥設備

( 三相供電 ) 的實際使用設備時的電流量 ( 安培 A )，藉由各乾燥設備總時間，計算

而得乾燥設備使用的實際總能量消耗，公式如下：

1 度電為 (kWh) 代表電器使用 1 小時耗電 1,000 W 的電量，其中 W 代表功率 ( 瓦
數 W )，該乾燥設備所測量出之功率換算使用時間，可求出所使用之電力度數。

F. 假密度 (Bulk density)：將乾燥後的果乾，秤取適當重量，投入裝有固定體積的水 
中，紀錄上升之水位高度，並由下述公式計算，透過假密度的量測可了解果乾收

縮程度，假密度數值越大，表示體積收縮程度較大。

假密度 (Bulk density) = 質量 (Mass) / 體積 (Volume)
G. 質構分析：使用物性測定儀 (CT3-5K, Brookfield, USA)，進行硬度 (Hardness)、凝

聚性 (Cohesiveness) 及咀嚼性 (Chewiness Index)，使用 TA18 ( 直徑為 12.7 mm ) 探
頭測定成品之力學性質。每組樣品至少三重覆，以 g 為單位。分析條件如下：

Test type：TPA (Texture Profile Analysis, TPA) 質構曲線分析測試

Target：5.0 mm
Trigger Load：5 g
Test Speed：1.0 mm/s
Cycles：2

H. 色澤分析：以色差儀 (color Meter ZE4000, Nippon) 儀器以標準白板校正。測定芒

果樣品之顏色以 Hunter L, a, b 值 ( L 值表示亮度，越接近 100 表示顏色愈亮，愈

接近 0 表示愈暗；+a 值表示紅色度，–a 表示綠色度；+b 值表示黃色度，–b 表示

藍色度 ) 表示。

I. 總可溶性固形物 (total soluble solids, TSS)：糖度的測定為樣品稀釋 10 倍後利用

滴管取澄清液，滴於折射儀 (refractometer PAL-1, ATAGO, Japan) 上測定，單位為

ºBrix 表示。

J. 可滴定酸 (titrable acidity,%)：樣品秤取 10 g 與蒸餾水 40 g 混合為 50 g 溶液，以果

汁酸度計 (AUT 701, TOA-DKK, Japan) 測定，以 0.1N NaOH 標準液滴定至 pH 值

8.1，換算檸檬酸 (citric acid) 含量，單位為百分比 (%)。
K. 糖酸比 (sugar-acid ratio,%)：是糖與酸的比例，是指食物原料或食品中總糖量 ( 可

溶性固形物 )，與總酸含量的比例數值。

三、統計分析

數據以 Microsoft Excel 整理和試算，以 Sigma Plot 12.5 進行繪圖，資料以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 ( SPSS, SPSS INC. 宏德國際軟體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20.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鄧肯氏多重差距檢定分析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差異顯著水準 (significance level) 為 95% 信賴區間。

結果與討論

一、 不同乾燥技術 (HPD、HAD、CAD、MWD 及 RFD) 對愛文芒果之乾燥曲線及水分擴散

係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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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不同乾燥技術對愛文芒果進行乾燥曲線之影響，如圖 1 所示，初始乾基水分含

量為 4.56 kg水/kg乾物 ( 濕基水分含量約為 82% )，經不同乾燥技術所得水分含量均降

至 0.11 kg水/kg乾物以下 ( 濕基水分含量約為 10% )，HPD 和 MWD 其乾燥時間為 HAD
的五分之四；RFD 其乾燥時間為 HAD 的五分之一，說明介電加熱的方法能減少熱傳上

的阻礙，使其乾燥速率加快。MWD 與 HPD 間乾燥時間差異不大，主要因為 MWD 使

用的功率為 1 kW，於電力能量供應較不足，因此 MWD 之乾燥速度結果與 HPD 相近，

但相較傳統的 HAD 仍為較快；而 HPD 相較傳統的 HAD 乾燥速度有顯著差異，主要因

HPD 具有蒸發器且為封閉式環境，有助於水分在乾燥過程中散失，可大幅提升乾燥速

率，因此能有效地縮短乾燥時間。

圖 1. 不同乾燥技術對愛文芒果果乾乾燥曲線之影響 ( HAD：熱風乾燥；CAD：冷風乾燥；

HPD：熱泵乾燥；MWD：微波乾燥；RFD：射頻乾燥 )。
Fig. 1. The drying curves of ‘Irwin’ mango fruit by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Data a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n = 3).

承上所得結果，探討不同乾燥技術於乾燥期間水分擴散，根據圖 1 結果所示預估

水分含量降至 10% 時，乾燥所需耗費時間長度；結果由表 1 之線性迴歸方程式所示， 
HPD、HAD、CAD、MWD 及 RFD 分別為 y = -0.0014x – 0.21、y = -0.0011x – 0.21、y 
= -0.0011x – 0.21、y = -0.0014x – 0.21 及 y = -0.0067x – 0.2，經過計算後有效水份擴散

符合菲克定律方程式，所得到的擴散係數 (Deff) 分別為 6.62、5.20、5.20、6.62 及 31.7 
(×10-6)，本試驗結果顯示水份擴散速率以 RFD、HPD 和 MWD 為較佳，主要原因在於

水分擴散速率較大，果肉內水分較能向外擴散，使乾燥速率較快，此與其他學者之結論

相同 (3,4,11,13,15)。學者指出使芒果射頻輔助後段乾燥，只需 5 小時即可完成乾燥 (15)，本試

驗芒果果肉平均厚度為 23.33 mm 並全程以 RFD 乾燥，隨著果肉厚度增加而乾燥時間增

加之結果相同。因此，新式的 RFD、HPD、MWD 乾燥效率明顯比傳統的 HAD 和 CAD
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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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乾燥技術對愛文芒果果乾水分擴散係數之影響

Table 1. Effect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on effective moisture diffusivity of mango fruits

Dry method Linear equation R2 Deff (10-6)
HPD y = -0.0014x – 0.21 0.9457 6.62
HAD y = -0.0011x – 0.21 0.9124 5.20
CAD y = -0.0011x – 0.21 0.9348 5.20
MWD y = -0.0014x – 0.21 0.8988 6.62
RFD y = -0.0067x – 0.21 0.9013 31.7

註： ( HAD：熱風乾燥；CAD：冷風乾燥；HPD：熱泵乾燥；MWD：微波乾燥；RFD：射頻乾 
燥 )。

二、 不同乾燥技術 (HPD、HAD、CAD、MWD 及 RFD) 對愛文果乾水分含量、水活性和能

源消耗之變化

一般認為界定芒果果乾最佳品質的標準根據其是水分含量和水活性，可以參考衛生

福利部食品衛生標準。而乾燥速率及能源消耗則是產品成本重要關鍵，愛文芒果以不同

乾燥技術製成果乾後的水分含量均為 9 ～ 11%，水活性範圍均為 0.57 ～ 0.62 (aw)，如

圖 2 所示，以 RFD 的為最低，HPD 次之，其因 RFD 為介電加熱，減少熱傳上的阻礙，

而使乾燥速率提升並能將熱能導入中心，水分乾燥較完全。而測量其能源消耗之情形，

由結果所示 HAD 能源損耗為 31.45 kWh，CAD、HPD 、MWD 和 RFD 其能源耗損 ( 圖
2 ) 分別為 HAD 的 4/5、1/4、1/5 和 1/10，因此 HPD、MWD 和 RFD 可有效節省能源達

75 ～ 90%，此結果與 Marra 等學者結論指出傳統乾燥是以熱對流及熱傳導方式，容易

使外層產生硬化，阻礙水分擴散結果相同 (12)。

(a
w
)

圖 2. 不同乾燥技術對愛文芒果果乾水分含量、水活性和能源消耗之影響 ( HAD：熱風乾 
燥；CAD：冷風乾燥；HPD：熱泵乾燥；MWD：微波乾燥；RFD：射頻乾燥 )。

Fig. 2. Effect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on the moisture content, water activity and drying energy 
consumption of dried ‘Irwin’ mango fruits.

 Data a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n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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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乾燥技術 (HPD、HAD、CAD、MWD 及 RFD) 對愛文果乾假密度和質地之影響

如圖 3，不同乾燥技術製成愛文果乾其假密度結果所示 RFD、HPD 與 MWD 分別

為 1.77、1.59 和 1.33 (g/mL)，而體積變化程度較大，果體明顯縮小，縱觀芒果果乾外

觀較無皺縮情形，但傳統的 HAD 和 CAD 其假密度均差異不大，表示乾燥後體積無明

顯變化；另外不同乾燥技術之愛文果乾品質之質構分析，由硬度及咀嚼係數結果所示，

RFD 硬度明顯比 HAD、CAD、HPD 和 MWD 高，因此其體積皺縮較嚴重，導致其結構

緊密，而使之硬度提高，隨之咀嚼數值也高，本次試驗的愛文芒果果乾有別於金棗蜜餞
(5)，當水分含量高時，MWD 或 RFD 介電加熱熱源能直接穿透至中心點，快速使內部的

水分蒸發，推測可能造成表面組織多孔性，因而產品冷卻時，產生較大皺縮現象，進而

得到的果乾結構較為紮實且體積較小，因此愛文芒果果乾產品品質以 HPD，或傳統的

CAD 和 HAD 表現良好。此與其他學者針對不同果物進行的結果相同 (2,5)，且本結果確

認 HPD 兼具節能及品質良好之成效。

圖 3. 不同乾燥技術對愛文芒果果乾假密度、硬度和咀嚼性之影響 ( HAD：熱風乾燥；

CAD：冷風乾燥；HPD：熱泵乾燥；MWD：微波乾燥；RFD：射頻乾燥 )。
Fig. 3. Effect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on the moisture content, bulk density, hardness and 

chewiness index of dried ‘Irwin’ mango fruits.
 Data a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n = 3).

四、 不同乾燥技術 (HPD、HAD、CAD、MWD 及 RFD) 對愛文果乾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

酸度、糖酸比及 pH 值之影響

愛文果乾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結果所示 ( 圖 4 )，HPD、HAD、CAD、MWD 及

RFD 之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為 48 ºBrix ～ 56 ºBrix，以 HAD 較多，RFD 較少；本次試

驗 HPD、CAD、RFD、MWD 及 HAD 之可滴定酸度分別為 1.81%、1.64%、1.39%、

1.26% 及 0.78%，而糖酸比則為糖度與酸度之比值，以 HAD 較高 (71.79%)，糖酸比為

27.62 ～ 71.79%；pH 值為 3.78 ～ 4.49，本次試驗 pH 值各處理間的差異並不顯著，整

體而言，試驗材料其成熟度越高，相對地其可滴定酸度隨之下降，雖然農產品仍會因每

批次間有所差異，但不同乾燥處理技術會影響芒果果品之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度、

糖酸比，進而改變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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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不同乾燥技術對愛文芒果果乾糖酸比、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可滴定酸與 pH 值之影響 
( HAD：熱風乾燥；CAD：冷風乾燥；HPD：熱泵乾燥；MWD：微波乾燥；RFD：

射頻乾燥 )。
Fig. 4. Effect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on the pH value, total soluble solids, titrable acidity and 

sugar-acid ratio of dried ‘Irwin’ mango fruits.
 Data a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n = 3).

五、 不同乾燥技術 (HPD、HAD、CAD、MWD 及 RFD) 對愛文芒果果乾色澤 ( L 值、a 值、

b 值 ) 之影響

如圖 5，愛文果乾亮度 ( L 值 ) 結果所示， HPD 較高，MWD 為次之，其 L 值分別

為 54.35 及 50.57，相較於 RFD、CAD 和 HAD 之 L 值 ( 分別為 39.38、38.55 和 38.54 )
具有較顯著之差異性。由 a值結果所示5種芒果乾燥技術處理的果乾均不具顯著性差異，

圖 5. 不同乾燥技術對愛文芒果果乾色澤 ( L 值、a 值、b 值 ) 之影響 ( HAD：熱風乾燥；

CAD：冷風乾燥；HPD：熱泵乾燥；MWD：微波乾燥；RFD：射頻乾燥 )。
Fig. 5. Effect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on the fruit dried color change values (L value, a value 

and b value) of the ‘Irwin’ mango.
 Data are expressed as mean ± S.D. (n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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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HPD 和 MWD 之 b 值相較於 RFD、HAD 及 CAD 較高，且偏黃紅色，亦能以肉眼

觀察其芒果乾外觀顏色差異。沈等 (1) 學者指出當傳統乾燥之芒果乾色澤出現劣化現象

時，L 值會下降，因此 L 值代表芒果果乾產品品質的指標，綜合之，芒果乾以 HPD 和

MWD 之色澤維持度佳，也較呈現金黃色，對於後段商品外觀品質的控管上，提供最適

合的乾燥方法。

結　　論

綜合以上結果，本研究所使用熱風、冷風、熱泵、微波及射頻乾燥等 5 種乾燥設備進行

愛文芒果果乾的製程，就乾燥效率及品質上，以熱泵乾燥提供最適合的乾燥方法，可以減少

製成芒果果乾的乾燥時間，提升乾燥效率和提高商品品質，同時達到快速乾燥又減少能源消

耗，達到省時節能又保持食品品質的優點，進而減少營運成本，可作為芒果加工產業應用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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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various	drying	methods	on	the	quality	

of dried Irwin Mango fruits1

Chen, H. C.2, C. Y. Cheng3, J. Y. Shen2, P. Y. Shih2 and C. H. Chang2

Abstract

This study intended to use various drying methods to dry Irwin Mango fruits, an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ir	effects	on	the	fruit	quality.	Traditional	hot	air	drying	(HAD),	new	heat	pump	drying	
(HPD), cold air drying (CAD), microwave drying (MWD) and radio frequency drying (RFD)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ir heat conductivity and convection mechanism and drying efficiency 
under	different	drying	condition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drying	time	of	HPD	and	MWD	are	4/5	of	
HAD,	and	the	drying	time	of	RFD	is	only	1/5	of	HA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was	found	least	
in the HPD, MWD and RFD. The color, the brightness value was best in heat pump (HPD). The 
water content was all below 11%, and the water activity was between 0.57 and 0.62 aw. In short, 
the	moisture	content	and	water	activity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could	meet	the	food	hygiene	
standards. Based on the results, it can provide farmers a reference to dry their mango fruits in the 
future. It can als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torage life of process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d stabilize the price of mango fruits.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Most of the Taiwan’s mango was dried by hot air from diesel oil. This method is not only 
high energy consuming, but also causing instability in the quality of dried mango, which 
consequently	affected	their	shelf	life.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In	this	study,	different	drying	methods	were	used	to	dry	up	mango	fruit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ous	factors	and	drying	methods	in	terms	of	the	drying	efficiency	and	
the quality of product.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Establishing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rying	method	for	farmers	as	reference	to	dry	their	mango	
fruits, the method can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d stabilize the price of mango.

Key words: ‘Irwin’ mango, hot air drying, heat pump drying, cold air drying, microwave drying, 
radio frequency d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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