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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香菇素蹄及其加工方法，

属于素食品加工技术领域，以重量份的组分计，

香菇素蹄包括香菇脚15-20份；鸡蛋12-14份；老

抽3-4份；白糖9-11份；食用盐0.4-0 .6份；味原

0.2-0.3份；蘑菇调味粉0.6-0.7份；胡椒粉0.12-

0 .15份；五香粉0.2-0 .25份；甘草粉0.08-1 .25

份；豌豆粉0.15-0.175份；其加工方法为浸泡清

洗、脱水处理、压片处理、拌料处理、冷藏浸渍、蒸

制处理、炒制处理和冷却包装，本发明加工过程

使得香菇素蹄本身营养成分保留量高，营养成分

流失量少，再通过加入既有营养价值有能够符合

大众口味的鸡蛋，以及加入蘑菇调味粉和豌豆

粉，从而弥补了市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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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香菇素蹄，其特征在于，以重量份的组分计，包括香菇脚15-20份；鸡蛋12-14份；

老抽3-4份；白糖9-11份；食用盐0.4-0.6份；味原0.2-0.3份；蘑菇调味粉0.6-0.7份；胡椒粉

0.12-0.15份；五香粉0.2-0.25份；甘草粉0.08-1.25份；豌豆粉0.15-0.175份。

2.一种用于生产权利要求1所述香菇素蹄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浸泡清洗：选择无虫蛀、无霉变、无异味的香菇脚加水浸泡清洗，等香菇脚完全

泡发清洗干净；

步骤S2，脱水处理：将步骤S1中干净的香菇脚放入脱水机中进行脱水8-12min；

步骤S3，压片处理：将步骤S2脱完水的香菇脚通过压片机进行压片，压片得到香菇脚的

片厚为1-2mm；

步骤S4，拌料处理：将步骤S3压片后的香菇脚放入不锈钢桶中，加入相应重量份组分的

鸡蛋液、老抽、白砂糖、盐、味源、蘑菇调味粉、胡椒粉、五香粉、甘草粉混合搅拌均匀，期间每

隔半小时翻动一次，共翻动5次；

步骤S5，冷藏浸渍：将步骤S4中翻动好的香菇脚放入冷藏库，浸渍吸收料液12h；

步骤S6，蒸制处理：将步骤S5浸渍后的香菇脚放入蒸盘，并放入蒸箱中蒸40min；

步骤S7，炒制处理：将S6蒸熟后香菇脚转入滚筒炒锅炒制，先中火炒制1.2-1.8h后转小

火，然后加入豌豆粉继续炒制40min；

步骤S8，冷却包装：将S7炒制后的香菇脚转入不锈钢盆冷却，冷却至室温后包装得到产

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香菇素蹄，其特征在于，以重量份的组分计，包括香菇脚

18份；鸡蛋13份；老抽3.5份；白糖10份；食用盐0.5份；味原0.25份；蘑菇调味粉0.65份；胡椒

粉0.13份；五香粉0.2份；甘草粉0.1份；豌豆粉0.16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香菇素蹄，其特征在于，所述豌豆粉包含有豌豆浆、姜汁

和蒜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香菇素蹄，其特征在于，所述豌豆粉替换为蚕豆粉或黄豆

粉或绿豆粉的一种或几种，所述蚕豆粉或黄豆粉或绿豆粉均含有姜汁和蒜汁。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香菇素蹄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冷藏

温度为0-4℃。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香菇素蹄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先中

火炒制1.5h后转小火，然后加入豌豆粉继续炒制4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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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香菇素蹄及其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素食品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香菇素蹄及其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香菇是世界第二大食用菌，也是我国特产之一，其为一种生长在木材上的真菌，具

有味道鲜美，香气沁人，营养丰富的特点，食用价值高，受人之欢迎。

[0003] 香菇素肉干也称为香菇素蹄，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健康休闲的素食产品，因为其

具有类似牛肉干的食用口感，目前市面上出现了不少香菇素蹄品种，都是在原料选择上或

者是在加工制造上的差别。

[0004] 例如目前公开号为CN102144773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香菇素蹄的制作方法，该

方法通过原料选择、浸泡、甩干水分、预处理、碾压、拌料、油炸、去油、炒制、碾压、烘干、包

装、封口、杀菌，得到香菇素蹄产品。

[0005] 上述技术方案中将前处理后的香菇素蹄进行油炸操作，香菇素蹄富含维生素B群、

铁、钾、维生素D原，油炸处理容易造成维生素B群、铁、钾、维生素D原分解而流失，降低了香

菇素蹄的营养价值，导致食用价值也相应降低。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香菇素蹄，香菇素蹄

本身营养成分保留量高，再通过加入既有营养价值有能够符合大众口味的鸡蛋，以及加入

蘑菇调味粉和豌豆粉，从而弥补了市场不足。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香菇素蹄，以重量份的组分

计，包括香菇脚15-20份；鸡蛋12-14份；老抽3-4份；白糖9-11份；食用盐0.4-0 .6份；味原

0.2-0.3份；蘑菇调味粉0.6-0.7份；胡椒粉0.12-0.15份；五香粉0.2-0.25份；甘草粉  0.08-

1.25份；豌豆粉0.15-0.175份。

[000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老抽、白糖、食用盐和味原作为调味剂加入到香菇素蹄使其具

有一定的口感，然后采用蘑菇调味粉增鲜、胡椒粉和五香粉增香、以及甘草粉增益，使其味

道鲜美，具有独特风味；最后的豌豆粉添加到香菇素蹄中，豌豆粉具有质地细腻滑嫩，色泽

姜黄，口感有豌豆的特殊芳香，而且豌豆性味甘,微寒，具有补中益气,解毒利用的功效，因

此在为香菇素蹄增添了色泽和裨益效果的同时，进一步升华了口感和香味。

[0009]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香菇素蹄的加工方法，加工过程使得香菇素蹄本

身营养成分保留量高，营养成分流失量少，再通过加入既有营养价值有能够符合大众口味

的鸡蛋，以及加入蘑菇调味粉和豌豆粉，从而弥补了市场不足。

[0010]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生产权利要求1所述香菇

素蹄的加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S1，浸泡清洗：选择无虫蛀、无霉变、无异味的香菇脚

加水浸泡清洗，等香菇脚完全泡发清洗干净；步骤S2，脱水处理：将步骤S1中干净的香菇脚

放入脱水机中进行脱水8-12min；步骤S3，压片处理：将步骤S2脱完水的香菇脚通过压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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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压片，压片得到香菇脚的片厚为1-2mm；步骤S4，拌料处理：将步骤S3压片后的香菇脚放

入不锈钢桶中，加入相应重量份组分的鸡蛋液、老抽、白砂糖、盐、味源、蘑菇调味粉、胡椒

粉、五香粉、甘草粉混合搅拌均匀，期间每隔半小时翻动一次，共翻动5  次；步骤S5，冷藏浸

渍：将步骤S4中翻动好的香菇脚放入冷藏库，浸渍吸收料液12h；步骤S6，蒸制处理：将步骤

S5浸渍后的香菇脚放入蒸盘，并放入蒸箱中蒸40min；步骤S7，炒制处理：将S6蒸熟后香菇脚

转入滚筒炒锅炒制，先中火炒制1.2-1.8h后转小火，然后加入豌豆粉继续炒制40min；步骤

S8，冷却包装：将S7炒制后的香菇脚转入不锈钢盆冷却，冷却至室温后包装得到产品。

[001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主要为本发明采用对前处理好的香菇脚冷藏浸渍和蒸制处

理，冷藏浸渍主要达到香菇脚充分吸收料液的目的，蒸制处理为对浸渍有料液的香菇脚蒸

熟，期间香菇素蹄内营养成分流失量小，相比于油炸处理，本发明的加工处理步骤较大程度

上保留了香菇素蹄本身营养成分，从而提高了食用价值；此外，压片处理中压得片厚至1-

2mm，在此范围内使得冷藏浸渍中吸收料液更加充分；拌料处理中每隔半小时翻动一次，共

翻动5 次，主要是为了每片香菇脚都能够充分接触到料液，使得口感均匀；炒制处理中加入

豌豆粉在小火下继续炒制40min，相对于冷拌，香菇脚在小火下具有一定的柔软度，更加便

于与豌豆粉融合，而不会因为较硬而从香菇脚表面抖落；而在中火下炒制，则会造成香菇脚

过老以及豌豆粉焦化。

[0012] 作为优选，以重量份的组分计，包括香菇脚18份；鸡蛋13份；老抽3.5份；白糖  10

份；食用盐0.5份；味原0.25份；蘑菇调味粉0.65份；胡椒粉0.13份；五香粉0.2份；甘草粉0.1

份；豌豆粉0.16份。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该比例条件下，粉料和液料混合混匀后，粘稠度较佳，提高

香菇脚的浸渍效果。

[0014] 作为优选，所述豌豆粉包含有豌豆浆、姜汁和蒜汁。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豌豆浆为香菇脚提高了质地细腻滑嫩，色泽姜黄，口感有豌豆

的特殊芳香，而姜汁和蒜汁主要是加强豌豆粉的补中益气,解毒利用的功效。

[0016] 作为优选，所述豌豆粉替换为蚕豆粉或黄豆粉或绿豆粉的一种或几种，所述蚕豆

粉或黄豆粉或绿豆粉均含有姜汁和蒜汁。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不仅仅局限于豌豆粉，蚕豆粉或黄豆粉或绿豆粉添加有姜汁

和蒜汁后亦具有补中益气,解毒利用的功效，提高了香菇脚的配料选择范围。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5中，冷藏温度为0-4℃。

[001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此温度范围内，香菇脚的失水率能够达到最小，香菇脚内部

溶解料液达到最佳，达到充分浸渍的效果，缩短了浸渍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0020]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S5中，先中火炒制1.5h后转小火，然后加入豌豆粉继续炒制 

40min。

[002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蒸熟后的香菇脚进行中火炒制1.5h，一方面在炒制过程，香

菇脚会产生一定的收缩，继而制得产品不是疏松口感，而是具有一定的嚼劲，使其富有牛肉

口感；另一方面在中火炒制1.5h后再在40min的豌豆粉小火炒制过程中，能够实现香菇脚不

会被焦化。

[0022] 本发明含有十分高的营养价值，老抽、白糖、食用盐和味原作为调味剂加入到香菇

素蹄使其具有一定的口感，然后采用蘑菇调味粉增鲜、胡椒粉和五香粉增香、以及甘草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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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其中甘草粉为中药的补益药类，为豆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有益气健脾、清热解毒、祛

痰止咳、缓急止痛、缓和药性等作用，因此使得香菇脚在具有鲜美味道、具有独特风味的同

时还能够有利于食用者身心健康；最后的豌豆粉添加到香菇素蹄中，豌豆粉具有质地细腻

滑嫩，色泽姜黄，口感有豌豆的特殊芳香，而且豌豆性味甘,微寒，具有补中益气,解毒利用

的功效，因此在为香菇素蹄增添了色泽和裨益效果的同时，进一步升华了口感和香味。

[0023] 同时通过控制拌料过程中5次翻料，使得浸渍处理中，香菇脚能够充分吸收料液，

而控制一定的冷藏温度实现了香菇脚保持营养成分，此外通过在滚筒内翻炒实现了炒制更

加充分，期间添加豌豆粉因此香菇脚表面粉料也更加均匀，具有更佳的口感。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通过制定对比例1-7和实施例1-7进行试验比较，

对比例1：一种香菇素蹄的制备方法，采用公开号为CN102144773A的发明专利公开的一

种香菇素蹄的制作方法进行加工。

[0025] 对比例2-3和实施例1-4一种香菇素蹄的组分及其重量份数如表1所示：

表1一种香菇素蹄的组分及其重量份数

对比例2-3和实施例1-4一种香菇素蹄的加工方法如下：

步骤S1，浸泡清洗：选择无虫蛀、无霉变、无异味的香菇脚投入到浸泡木桶中加水清洗，

清洗干净后换水进行浸泡；

步骤S2，脱水处理：取出步骤S1中干净的香菇脚然后放入脱水机中进行脱水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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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3，压片处理：将步骤S2脱完水的香菇脚通过压片机进行压片，压片得到香菇脚的

片厚在1-2mm范围，大于或者小于此区间内的香菇脚挑拣出；

步骤S4，拌料处理：将步骤S3压片后的香菇脚放入不锈钢桶中，加入对比例2-3或者实

施例1-4的重量份组分的鸡蛋液、老抽、白砂糖、盐、味源、蘑菇调味粉、胡椒粉、五香粉、甘草

粉混合搅拌均匀，期间每隔半小时翻动一次，共翻动5次；

步骤S5，冷藏浸渍：将步骤S4中翻动好的香菇脚放入冷藏库一夜，香菇脚浸渍充分吸收

料液12h，期间冷藏温度为2℃；

步骤S6，蒸制处理：下一天将步骤S5浸渍后的香菇脚放入蒸盘，入整车并放入到蒸箱中

蒸  40min；

步骤S7，炒制处理：将S6蒸熟后香菇脚转入滚筒炒锅炒制，先中火炒制1.5h后转小火，

然后加入豌豆粉继续炒制40min；

步骤S8，冷却包装：将S7炒制后的香菇脚转入不锈钢盆冷却，冷却至室温后包装得到产

品。

[0026] 对比例4，一种香菇素蹄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S5，冷藏浸

渍：将步骤S4中翻动好的香菇脚放入冷藏库一夜，香菇脚浸渍充分吸收料液12h，期间冷藏

温度为-2℃。

[0027] 对比例5，一种香菇素蹄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S5，冷藏浸

渍：将步骤S4中翻动好的香菇脚放入冷藏库一夜，香菇脚浸渍充分吸收料液12h，期间冷藏

温度为6℃。

[0028] 实施例5，一种香菇素蹄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S5，冷藏浸

渍：将步骤S4中翻动好的香菇脚放入冷藏库一夜，香菇脚浸渍充分吸收料液12h，期间冷藏

温度为4℃。

[0029] 实施例6，一种香菇素蹄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将S6蒸熟后香菇

脚转入滚筒炒锅炒制，先中火炒制1.2h后转小火，然后加入豌豆粉继续炒制40min。

[0030] 实施例7，一种香菇素蹄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将S6蒸熟后香菇

脚转入滚筒炒锅炒制，先中火炒制1.8h后转小火，然后加入豌豆粉继续炒制40min。

[0031] 对比例6，一种香菇素蹄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将S6蒸熟后香菇

脚转入滚筒炒锅炒制，先中火炒制0.5h后转小火，然后加入豌豆粉继续炒制40min。

[0032] 对比例7，一种香菇素蹄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将S6蒸熟后香菇

脚转入滚筒炒锅炒制，先中火炒制2.5h后转小火，然后加入豌豆粉继续炒制40min。

[0033] 香菇素蹄的性能表征：一、味道鲜美评价，随机选取42名测试者，分成14组，每组3

人，然后对对比例1-7和实施例1-7加工得到香菇素蹄进行品尝，然后对每组人员的评价进

行记录，记录在表2中；

二、营养成分含量的检测：随机选取对比例1-7和实施例1-7加工得到香菇素蹄各5包，

然后通过GB/T  5009.5-2016《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中的凯氏定氮法测定香菇素蹄中的蛋

白质含量，取平均值并记录于表2中。

[0034] 表2试验组的味道评价和营养成分含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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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例，

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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