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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产妇催乳食品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产妇催乳食品及其制备方

法，以重量份计，该食品包括大鲵肉171～209份、

大鲵骨汤171～209份，还可以含有其他配料如木

瓜17～20份、山药17～20份、赤小豆17-20份、雪

蛤5～6份。其制备方法分为三部分：(1)大鲵肉制

备、(2)大鲵骨汤制备、(3)配料的处理，再按比例

将步骤(1)、步骤(2)、步骤(3)完成的大鲵肉、鲵

骨汤、木瓜、山药、赤小豆、雪蛤装罐、杀菌、冷却、

包装即得产妇催乳用营养餐，该营养餐对产妇乳

汁分泌量少有显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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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产妇催乳食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方法如下：

（1）大鲵肉制备

a、预处理：取刚宰杀的大鲵肉清洗、切丁，去血污；

b、臭氧减菌、脱腥处理：将大鲵肉丁在臭氧氛围下，10℃温度条件下处理10~30min；

c、鲵肉嫩化处理：取质量分数为2%的木瓜蛋白酶溶液注射至鲵肉中，在4℃的温度条件

下酶解36小时，所述木瓜蛋白酶溶液与鲵肉的质量比为10:100；

d、上浆：以鲵肉质量计，取盐1%，料酒0.5%，生粉3%，鸡蛋清5%，混合均匀，加入鲵肉丁，

涂裹均匀，处理20min；

e、过油定形：将上浆完成的鲵肉丁在180-200℃温度下过油8-12s，捞出肉丁，在沸水中

去掉浮油；

（2）大鲵骨汤制备

a、大鲵头及中骨，去皮，去血污；

b、大鲵骨油煎10~15s，过热水去浮油，以大鲵骨质量计，加入姜片4%，料酒1%，白胡椒粒

0.1%，加入为大鲵骨重量的5倍清水熬煮4~6h，出汤量为骨重的1~2倍；

c、在鲵骨汤中加入骨汤重量0 .2%的酸奶和0 .4%的牛奶，在温度40℃条件下，发酵

20min，再加入0.4%的食盐；

（3）配料的处理

a、木瓜预处理：选用木瓜肉硬脆部分，切成小块，用0.2%的氯化钙溶液浸泡2h进行硬化

处理；

b、山药预处理：选取铁棍山药，清洗干净，去外皮，切块；

c、赤小豆预处理：赤小豆用清水清洗干净；

d、雪蛤预处理：选取干雪蛤，清水浸泡10h，清洗干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产妇催乳食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按比例将步骤（1）、

步骤（2）、步骤（3）完成的大鲵肉、大  鲵骨汤、木瓜、山药、赤小豆、雪蛤进行装罐、杀菌、冷

却、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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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产妇催乳食品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食品，具体涉及一种产妇催乳食品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据调查很多产妇因缺乏运动，缺乏产后乳房保健知识，以及营养不均衡等因素，尤

其现在很多产妇选择剖腹产，造成产后无乳，乳少，乳房肿胀却又不出奶等情况频发，这些

都将进一步诱发乳腺疾病的发生，危害年轻女性的生理健康，在提倡的母乳喂养的今天，这

须引起年轻妈妈们足够的重视。很多产妇都是初为人母，因缺乏爱护乳房及喂哺知识，导致

乳腺堵塞，奶汁淤积，乳房疼痛难忍，继而引发急性乳腺炎导致高烧不退等情况时有发生，

使宝宝未能及时吃到最宝贵的母乳，需要经过专业的手法按摩来疏通乳腺管，但如果手法

操作不当，可能引发乳腺炎症，严重的还可能造成乳腺管挫伤甚至断裂，对产妇身体健康造

成损害。产妇缺少母乳、乳房胀痛、母乳不通畅、缺少是常见的现象。

[0003] 如今电器辐射以及孕妇怀孕期间的饮食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孕妇产后母乳缺少、

乳房胀痛、不通奶水这一现象的发生。现今产妇大多以服用鲫鱼汤、猪脚汤类的食品来催

乳、通乳、增乳，然而却起不到明显的效果；甚至有的产妇采取西药治疗的方法，大家都知道

“是药三分毒”，具有副作用，这样多少都会对身体带来些许的伤害。以上的种种治疗方法往

往都得不到明显的效果。另外，妈妈所吃食物会很大程度地影响着婴儿，若妈妈饮食搭配不

合理又会导致婴儿出现便秘现象，所以一种既能实现催乳的功效又不会引起便秘的营养餐

是新生代产妇所急需的。

[0004] 大鲵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特产，属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大鲵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上游、

珠江中上游及汉水上游的溪流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湖南、湖北、陕西及广西都建立了大

量的大鲵驯养繁殖企业，年繁殖能力已达60万尾。随着养殖规模的发展，大鲵资源的精深加

工利用成为一个关系大鲵产业持续发展的紧迫课题。古书《西泽补遗·鲵志》中记载有儒士

夫妇年八十未得子，烹食之(指鲵)，身体强健，三年便得九子，皆精灵强健。“鲵”意为送儿之

鱼，后有人鱼、娃娃鱼之谓，皆此意。根据2001年04期《广西农业生物科学》中张神虎报道，大

鲵甘、平、淡，补气、养血、益智、滋补、强壮。所以大鲵适宜于作为产妇催乳用食品，但生完孩

子的产妇对食用的产品比较挑剔，特别是对于食用用腥味的事物容易出现呕吐，所以如何

实现大鲵没有腥味还可以完全保留其鲜嫩和营养价值的加工方法是人们急需解决的技术

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产妇催乳食品及其制备方法。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产妇催乳食品，含有大鲵肉和大鲵骨汤。

[0008] 所述产妇催乳食品，还含有木瓜、山药、赤小豆、雪蛤。

[0009] 所述产妇催乳用营养餐，以重量份计，该营养餐含有下列物质：大鲵肉1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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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大鲵骨汤171～209份、木瓜17～20份、山药17～20份、赤小豆17-20份、雪蛤5～6份。

[0010] 一种产妇催乳食品的制备方法，其方法如下：

[0011] (1)大鲵肉制备

[0012] a、预处理：取刚宰杀的大鲵肉清洗、切丁，去血污；

[0013] b、臭氧减菌、脱腥处理：将大鲵肉丁在臭氧氛围下，10℃温度条件下处理10～

30min；

[0014] c、鲵肉嫩化处理：取质量分数为2％的木瓜蛋白酶溶液注射至鲵肉中，在4℃的温

度条件下酶解36小时，所述木瓜蛋白酶溶液与鲵肉的质量比为10:100；

[0015] d、上浆：以鲵肉质量计，取盐1％，料酒0.5％，生粉3％，鸡蛋清5％，混合均匀，加入

鲵肉丁，涂裹均匀，处理20min；

[0016] e、过油定形：将上浆完成的鲵肉丁在180-200℃温度下过油8-12s，捞出肉丁，在沸

水中去掉浮油；

[0017] (2)大鲵骨汤制备

[0018] a、大鲵头及中骨，去皮，去血污；

[0019] b、大鲵骨油煎10～15s，过热水去浮油，以大鲵骨质量计，加入姜片4％，料酒1％，

白胡椒粒0.1％，加入为大鲵骨重量的5倍清水熬煮4～6h，出汤量为骨重的1～2倍；

[0020] c、在鲵骨汤中加入骨汤重量0.2％的酸奶和0.4％的牛奶，在温度40℃条件下，发

酵20min，再加入0.4％的食盐；

[0021] (3)配料的处理

[0022] a、木瓜预处理：选用木瓜肉硬脆部分，切成小块，用0.2％的氯化钙溶液浸泡2h进

行硬化处理；

[0023] b、山药预处理：选取铁棍山药，清洗干净，去外皮，切块；

[0024] c、赤小豆预处理：赤小豆用清水清洗干净；

[0025] d、雪蛤预处理：选取干雪蛤，清水浸泡10h，清洗干净。

[0026] 按比例将步骤(1)、步骤(2)、步骤(3)完成的大鲵肉、鲵骨汤、木瓜、山药、赤小豆、

雪蛤进行装罐、杀菌、冷却、包装。

[0027] 《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记载，大鲵是一种食药两用动物，性甘平、味淡，有补气、养

血、滋补、强壮之功能，主治神经衰弱、贫血等，用于术后、产后身体虚弱等。现代研究认为，

大鲵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富含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金属硫蛋白和胶原蛋白，大鲵必需氨

基酸含量及构成与WHO人体必需氨基酸模式极为接近，含有丰富的我国主食中容易缺乏的

赖氨酸。大鲵多不饱和脂肪酸种类多含量高，营养价值优，且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含量丰

富。大鲵机体矿物质钙、铁、镁、锌、硒五种微量元素含量丰富，是人体这些微量元素最好的

来源。

[0028]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从以上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发明采用大鲵为主要原料，再配

合其他常见辅料制成营养餐，本方法简单，能够源源不断的生产出催奶食品，产能不受限

制。本发明根据产妇刚产后身体虚弱，又应避免食用母鸡等含雌性激素食物而影响产乳的

特殊体质，以中医学理论和现代营养学设计组方，本发明将大鲵肉进行预消化(嫩化处理)

有利于大鲵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将大鲵骨制汤并二次发酵，产生丰富的发酵产物，有利于

孕产妇肠道菌群调节，增强胃肠功能，减少便秘发生，木瓜具有健脾消食、通乳之功；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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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臭氧对大鲵进行脱腥不但实现了脱腥的目的，并且完全保留了大鲵本身的鲜味和营养

价值；山药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的功效；赤小豆具有通乳汁之功效；雪蛤、大

鲵对年老体弱、产后体虚、久病虚赢有良好的滋补作用，上述原料配合，起到补气养血、下

乳、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对产后气血不足，乳汁分泌量少有显著疗效。并且本大明全部采用

药食同源食材，无毒副作用，产品携带方便，加热即食，味道鲜美，适合家庭及住院孕产妇服

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

[0030] 实施例1不加配料

[0031] 一种产妇催乳食品按如下方法制备：

[0032] (1)大鲵肉制备

[0033] a、预处理：取5年以上，体重4公斤以上大鲵，宰杀，去皮，去黄色脂肪，取背部肉，清

洗干净，切丁，凉水浸泡1h，去血污；

[0034] b、臭氧减菌、脱腥处理：在臭氧浓度1g/L氛围下，温度10℃处理10min；

[0035] c、鲵肉嫩化处理：取木瓜蛋白酶溶解于纯水中，再将溶液注射至鲵肉中，在4℃的

条件下酶解36小时，所述木瓜蛋白酶、纯水、鲵肉的重量比为0.02:10:100；

[0036] d、上浆：以鲵肉重量计，取盐1％，料酒0.5％，生粉3％，鸡蛋清5％，混合均匀，加入

鲵肉丁，涂裹均匀，处理20min；

[0037] e、过油定形：将上浆完成的鲵肉丁在180℃温度下过油12s，捞出肉丁，在沸水中去

掉浮油；

[0038] (2)大鲵骨汤制备

[0039] a、大鲵骨采用大鲵头及中骨，去皮，斩切后清洗干净，开水水煮除去血污，水煮时

间3min；

[0040] b、大鲵骨油煎10s，过热水去浮油，然后加入姜片4％，料酒1％，白胡椒粒0.1％，加

入5倍清水熬煮4h，出汤量为骨重的2倍；

[0041] c、在鲵骨汤中加入其重量0.2％的酸奶和0.4％的牛奶，在温度40℃条件下，发酵

20min，再加入0.4％的食盐；

[0042] 装罐：按比例将步骤(1)、步骤(2)制备的大鲵肉171g、大鲵骨汤171g、在经封口、灭

菌，罐装在121℃条件下灭菌35min，冷却，吹干，形成成品。

[0043] 实施例2加配料

[0044] 一种产妇催乳食品按如下方法制备：

[0045] (1)大鲵肉制备

[0046] a、预处理：取5年以上，体重4公斤以上大鲵，宰杀，去皮，去黄色脂肪，取背部肉，清

洗干净，切丁，凉水浸泡1h，去血污；

[0047] b、臭氧减菌、脱腥处理：在臭氧浓度1g/L氛围下，温度10℃处理10min；

[0048] c、鲵肉嫩化处理：取木瓜蛋白酶溶解于纯水中，再将溶液注射至鲵肉中，在4℃的

条件下酶解36小时，所述木瓜蛋白酶、纯水、鲵肉的重量比为0.02:10:100；

[0049] d、上浆：以鲵肉重量计，取盐1％，料酒0.5％，生粉3％，鸡蛋清5％，混合均匀，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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鲵肉丁，涂裹均匀，处理20min；

[0050] e、过油定形：将上浆完成的鲵肉丁在180℃温度下过油12s，捞出肉丁，在沸水中去

掉浮油；

[0051] (2)大鲵骨汤制备

[0052] a、大鲵骨采用大鲵头及中骨，去皮，斩切后清洗干净，开水水煮除去血污，水煮时

间3min；

[0053] b、大鲵骨油煎10s，过热水去浮油，然后加入姜片4％，料酒1％，白胡椒粒0.1％，加

入5倍清水熬煮4h，出汤量为骨重的2倍；

[0054] c、在鲵骨汤中加入其重量0.2％的酸奶和0.4％的牛奶，在温度40℃条件下，发酵

20min，再加入0.4％的食盐；

[0055] (3)配料的处理

[0056] a、木瓜预处理：选用木瓜肉较硬脆

[0057] 外层部分，切成小块，用0.2％的氯化钙溶液浸泡2h进行硬化处理；

[0058] b、山药预处理：选取铁棍山药，清洗干净，去外皮，切块；

[0059] c、赤小豆预处理：赤小豆用清水清洗干净；

[0060] d、雪蛤预处理：选取干雪蛤，清水浸泡10h，清洗干净；

[0061] 装罐：按比例将步骤(1)、步骤(2)、步骤(3)制备的大鲵肉171g、大鲵骨汤171g、木

瓜17g、山药17g、赤小豆17g、雪蛤5g装罐，在经封口、灭菌，罐装在121℃条件下灭菌35min，

冷却，吹干，形成成品。

[0062] 实施例3不用臭氧脱腥

[0063] 没有臭氧脱腥这一步，其余步骤与实施例2所述一致

[0064] 1、对实施1、2、3制备的催乳食品进行感官评定：由10人组成的评价小组进行评分，

取平均值。总分100分，具体评分标准见表1。

[0065] 表1肉罐头感官评价标准

[0066]

[0067] 通过对实施例1、2、3三种方法制备的催乳食品进行感官评价结果见表2.

[0068] 表2感官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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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0071] 从表2可看出，所制备的催乳食品加入配料可整体提升其外观、气味、口感、组织结

构，说明原料之间的相互微观作用可以促使食品更鲜香美味，而臭氧去腥步骤对于制备完

成后的口感有关键性的作用。

[0072] 2、以实施例2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的食品进行临床试验

[0073] 临床实施例1

[0074] 在企业上班的产妇一位，年龄24岁，上午10点成功剖腹产。产后的第2天上午，医生

让产妇喂婴儿母乳。但是产妇没有乳汁膨胀的感觉，让婴儿吸允，只见婴儿一个劲的哭泣，

没有丝毫的乳汁往下滴漏。随即第2天，家属按照医生提出的建议，喝猪脚汤类的食物来增

加母乳，这样连续食用了3天后，产妇的乳房还是感觉不到乳汁膨胀。

[0075] 产后的第4天使用了按本发明实施例2提供的催乳食品，即在产妇正常用餐的时候

用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催奶食品代替其平时饮食品，在服用时，将食品加热至沸，一罐分

两次食用，食用次数间隔1个小时左右，食用完后在床上睡4至6个小时，再食用第二罐作为

第二餐的事物，同样按前面的食用方法进行。过1个小时左右，发现乳房有些微胀，奶水不通

的现象明显好转，奶路畅通。再经过连续几天的食用，通常在喂完母乳时奶水还会自动外溢

流出、出现滴漏的现象。在宝宝4个小时没有哺乳的情况下，产妇便会感觉到乳房胀、只有把

奶水逼出来之后才会觉得舒适。

[0076] 临床实施例2

[0077] 某高中老师一位，年龄27岁，下午4点成功顺产。该产妇其自身母乳不算很缺乏，再

加上经过其他的事物的催奶作用，她生完孩子前5天基本能满足新生儿的吃奶需要，但是新

生儿有一个情况，新生儿平均两三天才大便一次，这对于初生婴儿是一个非正常现象，经过

医生检测发现，因为母亲母乳蛋白质含量过高，母亲的饮食情况，直接影响着母乳的质量，

如果母亲顿顿喝猪蹄汤、鲫鱼汤等富含蛋白质的汤类，乳汁中的蛋白质就会过多，婴儿吃

后，大便偏碱性，表现为硬而干，不易排出，而初生婴儿便秘又容易引发其他肠胃疾病。产妇

又尝试着不食用蛋白含量较高的催奶滋补汤，但产妇又出现了断奶缺奶的情况，完全满足

不了初生婴儿的吃奶需求。

[0078] 用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营养餐代替其他催乳食品，在服用时，将营养餐加热至煮

沸，一罐分两次食用，食用次数间隔1个小时左右，食用完后在床上睡4至6个小时，再食用第

二罐作为第二餐的事物，同样按前面的食用方法进行。用此营养餐代替其以前食用的猪蹄

汤或者鲫鱼汤，不但其奶量没有减少，反而其奶量还有所增加，并且初生婴儿的排便也有很

大改善，正常每天排便2～3次，并且颜色正常，不臭。而对于产妇自身，她也觉得自己肠胃功

能也更正常，身体机能恢复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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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临床实施例3

[0080] 一位自由职业者，年龄35岁，属于大龄产妇，在上午10点半成功破腹产，产后的第2

天上午，产妇给婴儿哺喂母乳，产妇只觉得乳房跟平常一样，没有乳汁膨胀的感觉，让婴儿

吸允，只见婴儿哭泣，没有丝毫的乳汁往下滴漏。随即当天，产妇试着多喝鲫鱼汤、猪脚汤类

的食物来增加母乳，可是就这样连续食用了2天之后，产妇的乳房还是感觉不到乳汁膨胀，

家属又听说喝野猪油炖汤、牛鼻子炖汤都有益于增加母乳可是喝了几次之后都不见效果。

[0081] 之后用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营养餐代替其他催乳食品，在服用时，将营养餐加热

至煮沸，一罐分两次食用，食用次数间隔1个小时左右，食用完后在床上睡4至6个小时，再食

用第二罐作为第二餐的事物，同样按前面的食用方法进行。用此营养餐代替其以前食用的

猪蹄汤或者鲫鱼汤，大概饮食两天后，发现乳房有些微胀，奶路畅通。再经过连续几天的食

用，通常在喂完母乳时奶水还会自动外溢流出、出现滴漏的现象。在宝宝4个小时没有哺乳

的情况下，产妇便会感觉到乳房胀。

[0082] 通过以上实施例可看出，本发明根据产妇刚产后身体虚弱，又应避免食用母鸡等

含雌性激素食物而影响产乳的特殊体质，以中医学理论和现代营养学设计组方，本发明将

大鲵肉进行预消化(嫩化处理)有利于大鲵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将大鲵骨制汤并二次发

酵，产生丰富的发酵产物，有利于孕产妇肠道菌群调节，增强胃肠功能，减少便秘发生，木瓜

具有健脾消食、通乳之功；山药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的功效；赤小豆具有通乳

汁之功效；雪蛤、大鲵对年老体弱、产后体虚、久病虚弱有良好的滋补作用，上述原料配和，

起到补气养血、下乳、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对产后气血不足，乳汁分泌量少有显著疗效。

[0083]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优选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通

过上述优选实施例已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在

形式上和细节上对其作出各种各样的改变，而不偏离本发明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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