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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对虾酱的制作方法，包括

步骤：第一步：选择对虾，将对虾洗净；第二步：再

将对虾的头部以及尾部去除；第三步：再加入食

盐，使用搅拌机充分混合均匀；第四步：使用绞肉

机，将已和食盐充分混合均匀的对虾进行打碎，

反复打碎预设多次；第五步：将打碎后获得的混

合物，装入发酵缸中，然后用纱布将缸口罩住，在

预设环境下进行静置发酵；第六步：在静置发酵

的第一周，每天对用搅拌机，对发酵缸中的混合

物进行充分均匀搅拌；在静置发酵的第一周之后

的预设时长，每五天或者每十天，就对发酵缸中

的混合物搅拌一次，最终制作得到对虾酱。本发

明所制作的对虾酱能够充分、均匀的发酵，保证

对虾酱的口感，显著提高了用户的食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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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对虾酱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第一步：选择对虾，将对虾洗净；

第二步：再将对虾的头部以及尾部去除；

第三步：再加入食盐，使用搅拌机充分混合均匀；

第四步：使用绞肉机，将已和食盐充分混合均匀的对虾进行打碎，反复打碎预设多次；

第五步：将打碎后获得的混合物，装入发酵缸中，然后用纱布将缸口罩住，在预设环境

下进行静置发酵；

第六步：在静置发酵的第一周，每天对用搅拌机，对发酵缸中的混合物进行充分均匀搅

拌；在静置发酵的第一周之后的预设时长，每五天或者每十天，就对发酵缸中的混合物搅拌

一次，搅拌均匀，最终制作得到对虾酱。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第一步中，所述对虾为鲜活的对虾。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第三步中，对虾，与所加入食盐的重量

比为：25：3。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第三步中，去除头部和尾部的对虾，与

所加入食盐的重量比为：25：3。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第四步中，反复打碎预设六次。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第五步中，所述预设环境的温度为10

～25摄氏度。

7.如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第六步中，预设时长为一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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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虾酱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对虾酱制作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对虾酱的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对虾又名明虾，是我国重要海鲜品之一。其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其主

要的营养价值包括：

[0003] 1、对虾性温湿、味甘咸，入肾、脾经；

[0004] 2、对虾虾肉有补肾壮阳，通乳抗毒、养血固精、化瘀解毒、益气滋阳、通络止痛、开

胃化痰等功效；

[0005] 3、对虾适宜于肾虚阳痿、遗精早泄、乳汁不通、筋骨疼痛、手足抽搐、全身瘙痒、皮

肤溃疡、身体虚弱和神经衰弱等病人食用；

[0006] 4、对虾体内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就是虾青素，就是表面红颜色的成分，虾青素是目

前发现的最强的一种抗氧化剂，颜色越深说明虾青素含量越高。天然虾青素具有强烈的抗

氧化活性，被赞誉为“超级维生素E”。

[0007] 目前，对虾主要集中在秋季上市，由于产量高并且集中上市，容易造成对虾腐烂损

失，因此，针对对虾的加工腌制，显得尤为重要。

[0008] 但是，现有的对虾酱腌制方法，其在腌制对虾酱的过程中，无法让对虾酱充分、均

匀发酵，发酵不足，从而使得最终制作的对虾酱口感差、鲜香气味差、酱香味差。

发明内容

[0009]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对虾酱的制作方法，该方法所制作的对虾酱

能够充分、均匀的发酵，保证对虾酱的口感，使得最终制作的对虾酱气味鲜香无腥味，酱质

细，从而显著提高了用户的食用体验，有利于提高对虾酱的市场前景，具有重大的生产实践

意义。

[0010] 为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对虾酱的制作方法，包括步骤：

[0011] 第一步：选择对虾，将对虾洗净；

[0012] 第二步：再将对虾的头部以及尾部去除；

[0013] 第三步：再加入食盐，使用搅拌机充分混合均匀；

[0014] 第四步：使用绞肉机，将已和食盐充分混合均匀的对虾进行打碎，反复打碎预设多

次；

[0015] 第五步：将打碎后获得的混合物，装入发酵缸中，然后用纱布将缸口罩住，在预设

环境下进行静置发酵；

[0016] 第六步：在静置发酵的第一周，每天对用搅拌机，对发酵缸中的混合物进行充分均

匀搅拌；在静置发酵的第一周之后的预设时长，每五天或者每十天，就对发酵缸中的混合物

搅拌一次，搅拌均匀，最终制作得到对虾酱。

[0017] 其中，在第一步中，所述对虾为鲜活的对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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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其中，在第三步中，对虾，与所加入食盐的重量比为：25：3。

[0019] 其中，在第三步中，去除头部和尾部的对虾，与所加入食盐的重量比为：25：3。

[0020] 其中，在第四步中，反复打碎预设六次。

[0021] 其中，在第五步中，所述预设环境的温度为10～25摄氏度。

[0022] 其中，在第六步中，预设时长为一个月。

[0023] 由以上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可见，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对虾

酱的制作方法，该方法所制作的对虾酱能够充分、均匀的发酵，保证对虾酱的口感，使得最

终制作的对虾酱气味鲜香无腥味，酱质细，从而显著提高了用户的食用体验，有利于提高对

虾酱的市场前景，具有重大的生产实践意义。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对虾酱的制作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对虾酱的制作方法的流程图；

[0027] 参见图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对虾酱的制作方法，包括步骤：

[0028] 第一步：选择对虾，将对虾洗净；

[0029] 在本发明中，在第一步中，所述对虾优选为鲜活的对虾，具体可以是渤海湾海水中

生产的对虾。

[0030] 第二步：再将对虾的头部以及尾部去除；

[0031] 在本发明中，在第二步中，之所以去除对虾的头部，因为这是沙包位置。

[0032] 第三步：再加入食盐，使用搅拌机充分混合均匀；

[0033] 在本发明中，在第三步中，对虾，与所加入食盐的重量比为：25：3，优选为：去除头

部和尾部的对虾，与所加入食盐的重量比为：25：3。也就是说，每100斤对虾需加入12斤食

盐。

[0034] 第四步：使用绞肉机，将已和食盐充分混合均匀的对虾进行打碎，反复打碎预设多

次；

[0035] 在本发明中，在第四步中，所使用的绞肉机为现有常用的绞肉机，为现有技术，在

此不展开表述。

[0036] 在本发明中，在第四步中，优选为反复打碎预设六次。

[0037] 第五步：将打碎后获得的混合物，装入发酵缸中，然后用纱布(例如白色纱布)将缸

口罩住，在预设环境下进行静置发酵；

[0038] 在本发明中，在第五步中，放入阴凉处(即预设环境)进行静置发酵，所述预设环境

的温度优选为10～25摄氏度。

[0039] 具体实现上，所述发酵缸可以为土陶缸。

[0040] 第六步：在静置发酵的第一周，每天对用搅拌机，对发酵缸中的混合物进行充分均

匀搅拌(目的是让盐分均匀分布在发酵缸中)；在静置发酵的第一周之后的预设时长，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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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或者每十天，就对发酵缸中的混合物搅拌一次，搅拌均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盐分

均匀分布，达到让对虾肉充分发酵的效果)，最终制作得到对虾酱。

[0041] 在本发明中，在第六步中，预设时长可以为一个月，也可以为用户想要存放的其他

时长，优选为大于十天。

[0042] 需要说明的是，经过以上方法制作的对虾酱，其形状呈粘稠状，气味鲜香无腥味，

酱质细，具有很高的口感，并且由于均匀、充分的发酵，从而容易存放，存放时间长，能够长

时间保证对虾酱的口感。

[0043] 为了清楚地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进行说明。

[0044] 实施例1

[0045] 第一步：选择100斤对虾，将对虾洗净；所述对虾为鲜活的对虾，具体可以是渤海湾

海水中生产的对虾。

[0046] 第二步：再将对虾的头部以及尾部去除；

[0047] 第三步：再加入12斤食盐，使用搅拌机充分混合均匀；

[0048] 第四步：使用绞肉机，将已和食盐充分混合均匀的对虾进行打碎，反复打碎6次；

[0049] 第五步：将打碎后获得的混合物，装入发酵缸中，然后用纱布将缸口罩住，在15摄

氏度的阴凉环境下进行静置发酵；

[0050] 第六步：在静置发酵的第一周，每天对用搅拌机，对发酵缸中的混合物进行充分均

匀搅拌；在静置发酵的第一周之后的40天，每五天，就对发酵缸中的混合物搅拌一次，搅拌

均匀，最终制作得到对虾酱。

[0051] 实施例2

[0052] 第一步：选择对虾，将对虾洗净；所述对虾为鲜活的对虾，具体可以是渤海湾海水

中生产的对虾。

[0053] 第二步：再将对虾的头部以及尾部去除，使得去除头部以及尾部的对虾重量有100

斤；

[0054] 第三步：再加入12斤食盐，使用搅拌机充分混合均匀；

[0055] 第四步：使用绞肉机，将已和食盐充分混合均匀的对虾进行打碎，反复打碎预设8

次；

[0056] 第五步：将打碎后获得的混合物，装入发酵缸中，然后用纱布将缸口罩住，在10摄

氏度的阴凉环境下进行静置发酵；

[0057] 第六步：在静置发酵的第一周，每天对用搅拌机，对发酵缸中的混合物进行充分均

匀搅拌；在静置发酵的第一周之后的一个月内，每十天，就对发酵缸中的混合物搅拌一次，

搅拌均匀，最终制作得到对虾酱。

[0058] 经过以上实施例所制作的对虾酱，形状呈粘稠状，气味鲜香无腥味，酱质细，具有

很高的口感，并且由于均匀、充分的发酵，从而容易存放，存放时间长，能够长时间保证对虾

酱的口感。

[0059] 综上所述，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对虾酱的制作方法，该方法所制

作的对虾酱能够充分、均匀的发酵，保证对虾酱的口感，使得最终制作的对虾酱气味鲜香无

腥味，酱质细，从而显著提高了用户的食用体验，有利于提高对虾酱的市场前景，具有重大

的生产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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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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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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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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