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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本

发明还公开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制备方

法，其制备步骤是：杏鲍菇和芥菜的挑选、清洗、

切分、漂烫、冷却、乳酸菌活化培养、接种、低温发

酵、调配、包装、灭菌等。本杏鲍菇酸菜产品开胃

爽口、风味独特、富含活性多糖和维生素等多种

易吸收的营养成分，即是一种集营养、滋补、开胃

消食、调节人体免疫力功能于一体的味美、健康、

方便食品，又是一种食品工业的调味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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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其特征在于，按照质量份由以下原料制成：干杏鲍菇0.9

份-1.1份、水1.8份-3.3份、芥菜5.4份-8.8份，其中，水用于干杏鲍菇的复水，以复水后杏鲍

菇和芥菜的总量计，调味料为复水后杏鲍菇和芥菜总量的4.5％-5.5％，以复水后杏鲍菇、

芥菜和调味料的总量计，麦芽汁为复水后杏鲍菇、芥菜和调味料总量的1倍-2倍；以复水后

杏鲍菇、芥菜、调味料和麦芽汁的总量计，乳酸菌种子液为复水后杏鲍菇、芥菜、调味料和麦

芽汁总量的5％-20％，所述乳酸菌种子液制备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实施：选用植物乳杆菌、德

氏乳杆菌、乳酸链球菌和双歧杆菌，采用5°麦芽汁为培养基经逐级扩大培养制备乳酸菌种

子液，种子液乳酸菌浓度达到108个/ml以上。

2.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其特征在于，在权利要求1所述的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

基础上加入植物油，所述植物油为大豆油和/或芝麻香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味料为葱、姜、蒜、

红辣椒、八角茴香粉、花椒粉、陈皮粉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物。

4.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按照以下

步骤实施：

步骤1、原料处理，对杏鲍菇和芥菜进行预处理制备得到杏鲍菇丁和芥菜段；

步骤2、制备乳酸菌种子液；

步骤3、发酵，加入调味料并将杏鲍菇、芥菜、乳酸菌种子液和调味料进行发酵；

步骤4、后期处理，制备得到杏鲍菇酸菜制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处理

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实施：选取干杏鲍菇，加2-3倍量的纯净水浸泡复水，经挑选、清洗，切成

杏鲍菇丁；选取复水后的杏鲍菇重量2倍的芥菜，挑选，清洗，切成芥菜段。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的发酵具体为：将制备得到的杏鲍菇丁与芥菜段混合，按复水后杏鲍菇和芥菜总量的

4.5％-5.5％加入调味料，一起装入不锈钢厌氧发酵罐，再加入灭菌后的25℃的3°麦芽汁，

其中，麦芽汁的添加量为复水后杏鲍菇、芥菜和调味料总量的1-2倍量；发酵罐内麦芽汁液

面高于固态原料层150mm，按复水后杏鲍菇、芥菜、调味料和麦芽汁总重量的5％-20％接入

乳酸菌种子液，密封发酵罐；控制发酵罐内料液温度20℃-25℃厌氧发酵120h-150h，待料液

总酸度达到0.7％-0.9％终止发酵，得到发酵成熟的杏鲍菇酸菜。

7.根据权利要6所述的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后

处理具体为将发酵成熟的杏鲍菇酸菜从发酵罐取出，用植物油爆香后装瓶或装袋密封保

存，制成开瓶或开袋即食的杏鲍菇酸菜制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油为

大豆油和/或芝麻香油，所述调味料为葱、姜、蒜、红辣椒、八角茴香粉、花椒粉、陈皮粉中的

一种或几种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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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用菌深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本发明

还涉及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杏鲍菇，又名刺芹侧耳，是近年来开发栽培成功的集食用、药用、食疗于一体的珍

稀食用菌新品种。菇体具有杏仁香味，肉质肥厚，口感鲜嫩，味道清香，营养丰富，是一种营

养丰富味道鲜美的食品，而且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它可降血压、降血脂、降胆固醇、防止心

血管病、提高肌体免疫力、促进肠胃消化，还具有抗癌、抗氧化有具有缓解骨质疏松症、延年

益寿等功效，并被列为“神舟九号”宇航员食品。据报道，每100g杏鲍菇中含有蛋白质15.4%、

脂肪0.55%、碳水化合物52.1%、粗纤维5.4%、活性多糖4.03mg，并含有铁2.9mg、钙14.2mg、锌

38.1mg、硒0.023mg。作为一种常见的食用菌，人们一直有烹饪杏鲍菇的习惯，特别在高档菜

肴中经常使用，但是杏鲍菇烹调起来比较复杂费时，不能满足人们的快餐方便的需求。并且

目前市场上杏鲍菇深加工产品很少，主要是鲜品和干品在市场上销售，不能直接食用，缺乏

以杏鲍菇为主要原料，经乳酸发酵后形成酸爽可口、独特风味、营养易吸收的制品，来满足

广大消费者对味美、健康、方便的食品需求。

[0003] 传统杏鲍菇多采用烧、煮等制作方法，加工的杏鲍菇风味单一，营养成分不易吸

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加工的

杏鲍菇风味单一，营养成分不易吸收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所采用的第一技术方案是，一种杏鲍菇制品，按照质量份包括以下组分：干

杏鲍菇0.9份-1.1份、水1.8份-3.3份、芥菜5.4份-8.8份、以复水后杏鲍菇和芥菜的总量计，

调味料为复水后杏鲍菇和芥菜总量的4.5%-5.5%；麦芽汁为复水后杏鲍菇、芥菜和调味料总

量的1倍-2倍；以复水后杏鲍菇、芥菜、调味料和麦芽汁的总量计，乳酸菌种子液为复水后杏

鲍菇、芥菜、调味料和麦芽汁总量的5%-20%。

[0007] 本发明的特点还在于，

[0008] 杏鲍菇制品还包括植物油，所述植物油为大豆油和/或芝麻香油。

[0009] 乳酸菌种子液中的乳酸菌为植物乳杆菌、德氏乳杆菌、乳酸链球菌及双歧杆菌的

组合菌群。

[0010] 调味料为葱、姜、蒜、红辣椒、八角茴香粉、花椒粉、陈皮粉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物。

[0011] 本发明所采用的第二技术方案是，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制备方法，具体按

照以下步骤实施：

[0012] 步骤1、原料处理，对杏鲍菇和芥菜进行预处理，制备得到杏鲍菇丁和芥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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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2、制备乳酸菌种子液；

[0014] 步骤3、发酵，将杏鲍菇、芥菜和调味料接入乳酸菌种子液进行发酵；

[0015] 步骤4、后期处理，制备得到杏鲍菇酸菜制品。

[0016] 本发明的特点还在于，

[0017] 原料处理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实施：选取干杏鲍菇，加2-3倍量的纯净水浸泡复水，

经挑选、清洗，切成杏鲍菇丁；选取复水后杏鲍菇重量2倍的芥菜，挑选，清洗，切成芥菜段。

[0018] 乳酸菌种子液制备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实施：选用植物乳杆菌、德氏乳杆菌、乳酸链

球菌和双歧杆菌，采用5°麦芽汁为培养基经逐级扩大培养制备乳酸菌种子液，种子液乳酸

菌浓度达到108个/ml以上。

[0019] 步骤3中的发酵具体为：将制备得到的杏鲍菇丁与芥菜段混合，按杏鲍菇丁和芥菜

段总量的4.5%-5.5%加入调味料，一起装入不锈钢厌氧发酵罐，再加入灭菌后的25℃的3°麦

芽汁，其中，麦芽汁的添加量为杏鲍菇丁、芥菜和调味料总量的1-2倍量；发酵罐内麦芽汁液

面高于固态原料层150mm，按杏鲍菇丁、芥菜、调味料和麦芽汁总重量的5%-20%接入乳酸菌

种子液，密封发酵罐；控制发酵罐内料液温度20℃-25℃厌氧发酵120h-150h，待料液总酸度

达到0.7%-0.9%终止发酵，得到发酵成熟的杏鲍菇酸菜。

[0020] 步骤4中后处理具体为将发酵成熟的杏鲍菇酸菜从发酵罐取出，用植物油爆香后

装瓶或装袋密封保存，制成开瓶或开袋即食的杏鲍菇酸菜制品。

[0021] 植物油为大豆油和/或芝麻香油，所述调味料为葱、姜、蒜、红辣椒、八角茴香粉、花

椒粉、陈皮粉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物。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为满足人们对健康、营养、味美、方便的食品需求，本发明选

用杏鲍菇或杏鲍菇与芥菜，采用现代生物厌氧发酵技术制得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杏鲍菇

酸菜产品，即可满足人们直接食用的需要，又可作为食品工业调味配料所用。

[0023] 本发明产品绿色天然，营养丰富，易于吸收，鲜香酸爽，风味独特，可单独佐餐，调

味烹饪，也可作为食品工业加工配料。

[0024] 本发明采用优良的植物乳杆菌、德氏乳杆菌、乳酸链球菌、双歧杆菌等多种益生菌

复合发酵技术，不仅使杏鲍菇中人体不易吸收的纤维素、蛋白质等大分子物质充分降解，使

杏鲍菇活性多糖更易溶出，提高了杏鲍菇的营养价值、保健功效和吸收效率，而且风味也比

传统制作的产品更加独特，鲜美酸爽。

[0025]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便于工业化大生产，为杏鲍菇深加工成为绿色、营养、好吃、方

便的健康食品提供了有效途径，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即可单独食用，拌饭佐餐，又可作为火

锅和各类菜肴的调味食品，还可用于食品工业加工调味配料或作为速食食品的调味包，以

解决方便面等速食食品普遍存在的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0026] 本杏鲍菇发酵制品，易于贮藏，携带方便，开封即食，无需再经过繁琐的工艺烹制，

不仅充足了食品工业调味配料，增加营养物质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对健康、营养、味美、方便

食品的需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8] 本发明提供一种杏鲍菇制品，按照质量份包括以下组分：干杏鲍菇0.9份-1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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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1.8份-3.3份、芥菜5.4份-8.8份、以复水后杏鲍菇和芥菜的总量计，调味料为复水后杏鲍

菇和芥菜总量的4.5%-5.5%；以复水后杏鲍菇、芥菜和调味料的总量计，麦芽汁为复水后杏

鲍菇、芥菜和调味料总量的1倍-2倍；以复水后杏鲍菇、芥菜、调味料和麦芽汁的总量计，乳

酸菌种子液为复水后杏鲍菇、芥菜、调味料和麦芽汁总量的5%-20%。

[0029] 其中，植物油为大豆油和/或芝麻香油。

[0030] 乳酸菌种子液中的乳酸菌为植物乳杆菌、德氏乳杆菌、乳酸链球菌和双歧杆菌的

组合菌群。

[0031] 调味料为葱、姜、蒜、红辣椒、八角茴香粉、花椒粉、陈皮粉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物。

[0032] 本发明提供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制备方法，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实施：

[0033] 步骤1、原料处理：选取干杏鲍菇，加2-3倍量的纯净水浸泡复水，经挑选、清洗，切

成适宜大小的方丁；选取复水后的杏鲍菇丁重量2倍的新鲜芥菜，挑选，清洗，切成适宜大小

的芥菜段；

[0034] 步骤2、制备乳酸菌种子液：选用优良的植物乳杆菌、德氏乳杆菌、乳酸链球菌和双

歧杆菌，采用5°麦芽汁为培养基经逐级扩大培养制备乳酸菌种子液，种子液乳酸菌浓度达

到108个/ml以上；

[0035] 步骤3、发酵：将制备得到的杏鲍菇丁与芥菜段混合，按复水后杏鲍菇与芥菜段总

量的4.5%-5 .5%加入调味料，一起装入不锈钢厌氧发酵罐，再加入灭菌后的25℃的3°麦芽

汁，其中，麦芽汁的添加量为复水后杏鲍菇、芥菜和调味料总量的1-2倍量；使发酵罐内麦芽

汁液面高于固态原料层150mm，按以上原料总重量的5%-20%接入乳酸菌种子液，密封发酵

罐；控制发酵罐内料液温度20-25℃厌氧发酵120-150小时，待料液总酸度达到0.7%-0.9%即

可终止发酵；

[0036] 步骤4、后期处理：将发酵成熟的杏鲍菇酸菜从发酵罐取出，用适量的大豆油和芝

麻香油爆香后装瓶或装袋密封保存，制成开瓶或开袋即食的杏鲍菇酸菜制品，其中，植物油

的用量并没有特殊要求，按照常规食用量添加即可。

[0037] 实施例1

[0038] 本例杏鲍菇制品制备过程如下：

[0039] 1、原料处理：选取鲜杏鲍菇，经挑选、清洗，切成适宜大小的方丁。

[0040] 2、乳酸菌种子液制备：选用优良的植物乳杆菌、德氏乳杆菌、乳酸链球菌和双歧杆

菌，采用5°麦芽汁为培养基经逐级扩大培养制备乳酸菌种子液，种子液乳酸菌浓度达到108

个/ml以上。

[0041] 3、发酵：按杏鲍菇丁总量的5%加入切碎后的调味料（新鲜葱、姜、蒜、红辣椒和八角

茴香粉、花椒粉、陈皮粉），一起装入不锈钢厌氧发酵罐，再加入以上全部原料1-2倍量灭菌

后25℃的3°麦芽汁，使发酵罐内麦芽汁液面高于固态原料层150mm，按以上全部原料总重量

5%接入乳酸菌种子液，密封发酵罐。控制发酵罐内料液温度20-25℃厌氧发酵120-150小时，

待料液总酸度达到0.7%-0.9%即可终止发酵。

[0042] 4、后期处理：将发酵成熟的杏鲍菇酸菜从发酵罐取出，用适量的大豆油和芝麻香

油爆香后装瓶或装袋密封保存，制成开瓶或开袋即食的杏鲍菇酸菜制品。

[0043] 5、包装灭菌：分装灭菌，即成成品。

[0044]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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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本例杏鲍菇制品制备过程如下：

[0046] 1、原料处理：选取干杏鲍菇加2-3倍量的水浸泡复水，然后经挑选、清洗，切成适宜

大小的方丁。选取杏鲍菇量2倍的新鲜芥菜，挑选，清洗，切成适宜大小的菜段。

[0047] 2、乳酸菌种子液制备：选用优良的植物乳杆菌、德氏乳杆菌、乳酸链球菌和双歧杆

菌，采用5°麦芽汁为培养基经逐级扩大培养制备乳酸菌种子液，种子液乳酸菌浓度达到108

个/ml以上。

[0048] 3、发酵：按复水后杏鲍菇与芥菜总量的5%加入切碎后的新鲜葱、姜、蒜、红辣椒和

适量的八角茴香粉、花椒粉、陈皮粉，一起装入不锈钢厌氧发酵罐，再加入以上全部原料1-2

倍量灭菌后25℃的3°麦芽汁，使发酵罐内麦芽汁液面高于固态原料层150mm；按以上全部原

料总重量5-20%接入乳酸菌种子液，密封发酵罐。控制发酵罐内料液温度20-25℃厌氧发酵

120-150小时，待料液总酸度达到0.7%-0.9%即可终止发酵。

[0049] 4、后期处理：将发酵成熟的杏鲍菇酸菜从发酵罐取出，用适量的大豆油和芝麻香

油爆香后装瓶或装袋密封保存，制成开瓶或开袋即食的杏鲍菇酸菜制品。

[0050] 5、包装灭菌：分装灭菌，即成成品。

[0051] 实施例3

[0052] 本例杏鲍菇制品制备过程如下：

[0053] 1、原料处理：选取鲜杏鲍菇，经挑选、清洗，切成适宜大小的方丁。

[0054] 2、乳酸菌种子液制备：选用优良的植物乳杆菌、德氏乳杆菌、乳酸链球菌和双歧杆

菌，采用5°麦芽汁为培养基经逐级扩大培养制备乳酸菌种子液，种子液乳酸菌浓度达到108

个/ml以上。

[0055] 3、发酵：按杏鲍菇丁总量的5%加入切碎后的新鲜葱、姜、蒜、红辣椒和适量的八角

茴香粉、花椒粉、陈皮粉，一起装入不锈钢厌氧发酵罐，再加入原料1.5倍量灭菌后25℃的3°

麦芽汁，使发酵罐内麦芽汁液面高于固态料原层150mm，按以上原料总重量15%接入乳酸菌

种子液，密封发酵罐。控制发酵罐内料液温度22℃厌氧发酵130小时，待料液总酸度达到

0.8%即可终止发酵。

[0056] 4、调配：将发酵成熟的杏鲍菇产品从发酵罐取出，向发酵成熟的杏鲍菇产品加入

70%熟杏鲍菇丁，5%豆瓣酱、2%辣椒粉、0.3%花椒粉、0.1%陈皮粉和3%鲜姜泥，搅拌均匀用适

量的大豆油和芝麻香油炒成杏鲍菇酱。

[0057] 5、包装灭菌：分装灭菌，即成成品。

[0058] 实施例4

[0059] 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制备方法，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实施：

[0060] 步骤1、原料处理：选取0.9份干杏鲍菇，加1.8份的纯净水浸泡复水，经挑选、清洗，

切成适宜大小的方丁；选取复水后的杏鲍菇重量2倍的新鲜芥菜，挑选，清洗，切成适宜大小

的芥菜段；

[0061] 步骤2、制备乳酸菌种子液：选用优良的植物乳杆菌、德氏乳杆菌、乳酸链球菌和双

歧杆菌，采用5°麦芽汁为培养基经逐级扩大培养制备乳酸菌种子液，种子液乳酸菌浓度达

到108个/ml以上；

[0062] 步骤3、发酵：将制备得到的杏鲍菇丁与芥菜段混合，按复水后杏鲍菇和芥菜总量

的4.5%加入调味料，一起装入不锈钢厌氧发酵罐，再加入灭菌后的25℃的3°麦芽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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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芽汁的添加量为复水后杏鲍菇、芥菜和调味料总量的1.5倍量；使发酵罐内麦芽汁液面高

于固态原料层150mm，按以上原料总重量的10%接入乳酸菌种子液，密封发酵罐；控制发酵罐

内料液温度22℃厌氧发酵130小时，待料液总酸度达到0.75%即可终止发酵；

[0063] 步骤4、后期处理：将发酵成熟的杏鲍菇酸菜从发酵罐取出，用适量的大豆油和芝

麻香油爆香后装瓶或装袋密封保存，制成开瓶或开袋即食的杏鲍菇酸菜制品，其中，植物油

的用量并没有特殊要求，按照常规食用添加即可。

[0064] 实施例5

[0065] 一种杏鲍菇酸菜发酵制品的制备方法，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实施：

[0066] 步骤1、原料处理：选取鲜1.1份的杏鲍菇，加3.3份的纯净水浸泡复水，经挑选、清

洗，切成适宜大小的方丁；选取复水后的杏鲍菇重量2倍的新鲜芥菜，挑选，清洗，切成适宜

大小的芥菜段；

[0067] 步骤2、制备乳酸菌种子液：选用优良的植物乳杆菌、德氏乳杆菌、乳酸链球菌和双

歧杆菌，采用5°麦芽汁为培养基经逐级扩大培养制备乳酸菌种子液，种子液乳酸菌浓度达

到108个/ml以上；

[0068] 步骤3、发酵：将制备得到的杏鲍菇丁与芥菜段混合，按复水后杏鲍菇和芥菜总量

的4.8%加入调味料，一起装入不锈钢厌氧发酵罐，再加入灭菌后的25℃的3°麦芽汁，其中，

麦芽汁的添加量为复水后杏鲍菇、芥菜和调味料总量的1.8倍量；使发酵罐内麦芽汁液面高

于固态原料层150mm，按以上原料总重量的12%接入乳酸菌种子液，密封发酵罐；控制发酵罐

内料液温度24℃厌氧发酵125h，待料液总酸度达到0.78%即可终止发酵；

[0069] 步骤4、后期处理：将发酵成熟的杏鲍菇酸菜从发酵罐取出，用适量的大豆油和芝

麻香油爆香后装瓶或装袋密封保存，制成开瓶或开袋即食的杏鲍菇酸菜制品，其中，植物油

的用量并没有特殊要求，按照常规食用添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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