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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及其

制备方法，涉及含乳饮料加工技术领域。所述果

蔬混合风味火腿酱主要由植物油、牛油、火腿、豆

豉、香菇、花椒、胡椒、香叶、桂皮、辣椒粉、混合发

酵果蔬汁、茴香、大蒜、生姜、食盐等通过果皮蒸

制、炒制、混合发酵、二次炒制制备而成。本发明

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在保证火腿酱的鲜香的

同时，通过多种果蔬的添加混合发酵提升酱料的

清新口感，达到去油解腻的效果，提升火腿酱的

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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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其特征在于，所述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由以下重量份的

原料制成：植物油35‑40份、牛油4‑8份、火腿12‑18份、豆豉8‑10份、香菇6‑8份、花椒3‑4份、

胡椒3‑5份、香叶1‑4份、桂皮2‑3份、辣椒粉0.8‑1 .2份、混合发酵果蔬汁15‑20份、茴香1‑2

份、大蒜2‑3份、生姜2‑3份、食盐5‑8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发酵果蔬汁

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物质组成：胡萝卜4‑8份、苹果2‑6份、梨2‑4份、西红柿3‑5份、芹菜1‑3份、

香菜1‑1.2份、猕猴桃2‑4份、蜂蜜1‑3份、乳酸菌0.01‑0.02份、酵母菌0.005‑0.01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发酵果蔬汁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胡萝卜、苹果、梨、西红柿、芹菜、香菜、猕猴桃混合研磨成浆料，得混合果蔬浆料

备用；

(2)将上述混合果蔬浆料加入蜂蜜、乳酸菌、酵母菌混合置于发酵罐中于40‑45℃温度

下恒温发酵12‑16h，的发酵浆料备用；

(3)将上述发酵浆料置于70‑80℃温度下恒温处理1‑2h，后趁热过滤，得混合发酵果蔬

汁。

4.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的制

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选取柚子皮、苹果皮、柠檬皮切成丁制备混合果皮，后置于沸水中漂烫15‑30s后取

出，平铺于蒸笼中备用；

(2)将火腿切成片状，平铺于上述铺满混合果皮的蒸笼中，再将蒸笼置于蒸锅中蒸汽蒸

制15‑20min，后取出火腿晾凉，再将火腿切制成丁，备用；

(3)将大蒜、生姜混合切制成沫，将香菇切制成丁，将大蒜、生姜沫置于锅中炒制出香味

后加入上述步骤(2)中的火腿丁和香菇丁，继续炒制5‑8min，得第一炒制料备用；

(4)将花椒、胡椒、香叶、桂皮、茴香混合研磨成粉，后加入辣椒粉得混合粉料备用；

(5)将上述混合粉料和豆豉与第一炒制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混合发酵果蔬汁，置于发酵

罐中恒温发酵5‑7天，得发酵浆料备用；

(6)将植物油和牛油混合置于锅中烧热，后加入上述的发酵浆料，小火搅拌翻炒至没有

水分，再加入食盐继续翻炒，得蔬混合风味火腿酱。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中柚子皮、苹果皮、柠檬皮混合的质量比为2∶1∶1。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中火腿切片的厚度为0.2‑0.5cm。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各物料炒制的温度为80‑90℃。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5)中恒温发酵的温度为30‑35℃。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6)植物油和牛油混合烧热的温度为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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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火腿酱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火腿是人们爱吃的一种腌制或熏制的肉，其色泽鲜艳，红白分明，瘦肉香咸带甜，

肥肉香而不腻，美味可口，而且火腿内含丰富的蛋白质和适度的脂肪，十多种氨基酸、多种

维生素和矿物质，火腿制作经冬历夏，经过发酵分解，各种营养成分更易被人体所吸收，具

有养胃生津、益肾壮阳、固骨髓、健足力、愈创口等作用。

[0003] 一般火腿的使用方式通常为蒸制或者炒制，为了提升火腿食用的便捷性，通常将

火腿制备成火腿酱，而传统的火腿酱通常是将火腿熟化发酵后和辣椒、生姜以及各类香料

炒制混合，制备成或即食或调味的酱料，但是一般的火腿酱大多都是重油重盐，口味较重，

过多食用会比较油腻，所以开发一种全新清爽口味的火腿酱具有良好的市场价值。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及其制备方法，在保证

火腿酱的鲜香的同时，通过多种果蔬的添加混合发酵提升酱料的清新口感，达到去油解腻

的效果，提升火腿酱的风味。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6] 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所述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植物油35‑40份、牛油4‑8份、火腿12‑18份、豆豉8‑10份、香菇6‑8份、花椒3‑4份、胡椒3‑5份、

香叶1‑4份、桂皮2‑3份、辣椒粉0.8‑1 .2份、混合发酵果蔬汁15‑20份、茴香1‑2份、大蒜2‑3

份、生姜2‑3份、食盐5‑8份。

[0007] 优选的，所述混合发酵果蔬汁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物质组成：胡萝卜4‑8份、苹果2‑6

份、梨2‑4份、西红柿3‑5份、芹菜1‑3份、香菜1‑1 .2份、猕猴桃2‑4份、蜂蜜1‑3份、乳酸菌

0.01‑0.02份、酵母菌0.005‑0.01份。

[0008] 优选的，所述混合发酵果蔬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将胡萝卜、苹果、梨、西红柿、芹菜、香菜、猕猴桃混合研磨成浆料，得混合果蔬

浆料备用；

[0010] (2)将上述混合果蔬浆料加入蜂蜜、乳酸菌、酵母菌混合置于发酵罐中于40‑45℃

温度下恒温发酵12‑16h，的发酵浆料备用；

[0011] (3)将上述发酵浆料置于70‑80℃温度下恒温处理1‑2h，后趁热过滤，得混合发酵

果蔬汁。

[0012] 所述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1)选取柚子皮、苹果皮、柠檬皮切成丁制备混合果皮，后置于沸水中漂烫15‑30s

后取出，平铺于蒸笼中备用；

说　明　书 1/8 页

3

CN 112931843 A

3



[0014] (2)将火腿切成片状，平铺于上述铺满混合果皮的蒸笼中，再将蒸笼置于蒸锅中蒸

汽蒸制15‑20min，后取出火腿晾凉，再将火腿切制成丁，备用；

[0015] (3)将大蒜、生姜混合切制成沫，将香菇切制成丁，将大蒜、生姜沫置于锅中炒制出

香味后加入上述步骤(2)中的火腿丁和香菇丁，继续炒制5‑8min，得第一炒制料备用；

[0016] (4)将花椒、胡椒、香叶、桂皮、茴香混合研磨成粉，后加入辣椒粉得混合粉料备用；

[0017] (5)将上述混合粉料和豆豉与第一炒制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混合发酵果蔬汁，置于

发酵罐中恒温发酵5‑7天，得发酵浆料备用；

[0018] (6)将植物油和牛油混合置于锅中烧热，后加入上述的发酵浆料，小火搅拌翻炒至

没有水分，再加入食盐继续翻炒，得蔬混合风味火腿酱。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柚子皮、苹果皮、柠檬皮混合的质量比为2∶1∶1。

[0020]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火腿切片的厚度为0.2‑0.5cm。

[0021]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各物料炒制的温度为80‑90℃。

[0022] 优选的，所述步骤(5)中恒温发酵的温度为30‑35℃。

[0023] 优选的，所述步骤(6)植物油和牛油混合烧热的温度为90‑95℃。

[0024] 本发明提供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及其制备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优点在于：

[0025] (1)本发明通过向火腿中添加混合发酵果蔬汁有效提升火腿酱的清香口感，并且

混合发酵果蔬汁为通过胡萝卜、苹果、梨、西红柿、芹菜、香菜、猕猴桃、蜂蜜经过乳酸菌和酵

母菌发酵，有效提升酱料的口感和风味，同时丰富火腿酱的营养结构；

[0026] (2)本发明通过将火腿置于果皮上蒸熟，有效将果皮中的风味物质渗入火腿中，同

时在后期中将香料和配料混合干炒，进一步提升其风味，后期通过混合发酵果蔬汁与火腿

继续发酵综合提升火腿酱的风味和口感，达到去油解腻的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

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

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所述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植物油35份、牛油4份、火腿12份、豆豉8份、香菇6份、花椒3份、胡椒3份、香叶1份、桂皮2份、

辣椒粉0.8份、混合发酵果蔬汁15份、茴香1份、大蒜2份、生姜2份、食盐5份。

[0030] 优选的，所述混合发酵果蔬汁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物质组成：胡萝卜4份、苹果2份、

梨2份、西红柿3份、芹菜1份、香菜1份、猕猴桃2份、蜂蜜1份、乳酸菌0.01份、酵母菌0.005份。

[0031] 优选的，所述混合发酵果蔬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1)将胡萝卜、苹果、梨、西红柿、芹菜、香菜、猕猴桃混合研磨成浆料，得混合果蔬

浆料备用；

[0033] (2)将上述混合果蔬浆料加入蜂蜜、乳酸菌、酵母菌混合置于发酵罐中于40℃温度

下恒温发酵12h，的发酵浆料备用；

[0034] (3)将上述发酵浆料置于70℃温度下恒温处理1h，后趁热过滤，得混合发酵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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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

[0035] 所述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1)选取质量比为2∶1∶1的柚子皮、苹果皮、柠檬皮切成丁制备混合果皮，后置于沸

水中漂烫15s后取出，平铺于蒸笼中备用；

[0037] (2)将火腿切成厚度为0.2‑0.5cm的片状，平铺于上述铺满混合果皮的蒸笼中，再

将蒸笼置于蒸锅中蒸汽蒸制15min，后取出火腿晾凉，再将火腿切制成丁，备用；

[0038] (3)将大蒜、生姜混合切制成沫，将香菇切制成丁，将大蒜、生姜沫置于锅中在80℃

炒制出香味后加入上述步骤(2)中的火腿丁和香菇丁，继续80℃炒制5min，得第一炒制料备

用；

[0039] (4)将花椒、胡椒、香叶、桂皮、茴香混合研磨成粉，后加入辣椒粉得混合粉料备用；

[0040] (5)将上述混合粉料和豆豉与第一炒制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混合发酵果蔬汁，置于

发酵罐中于30℃恒温发酵5天，得发酵浆料备用；

[0041] (6)将植物油和牛油混合置于锅中烧热至90℃，后加入上述的发酵浆料，小火搅拌

翻炒至没有水分，再加入食盐继续翻炒，得蔬混合风味火腿酱。

[0042] 实施例2：

[0043] 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所述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植物油40份、牛油8份、火腿18份、豆豉10份、香菇8份、花椒4份、胡椒5份、香叶4份、桂皮3份、

辣椒粉1.2份、混合发酵果蔬汁20份、茴香2份、大蒜3份、生姜3份、食盐8份。

[0044] 优选的，所述混合发酵果蔬汁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物质组成：胡萝卜8份、苹果6份、

梨4份、西红柿5份、芹菜3份、香菜1.2份、猕猴桃4份、蜂蜜3份、乳酸菌0.02份、酵母菌0.01

份。

[0045] 优选的，所述混合发酵果蔬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6] (1)将胡萝卜、苹果、梨、西红柿、芹菜、香菜、猕猴桃混合研磨成浆料，得混合果蔬

浆料备用；

[0047] (2)将上述混合果蔬浆料加入蜂蜜、乳酸菌、酵母菌混合置于发酵罐中于45℃温度

下恒温发酵16h，的发酵浆料备用；

[0048] (3)将上述发酵浆料置80℃温度下恒温处理2h，后趁热过滤，得混合发酵果蔬汁。

[0049] 所述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1)选取质量比为2∶1∶1的柚子皮、苹果皮、柠檬皮切成丁制备混合果皮，后置于沸

水中漂烫30s后取出，平铺于蒸笼中备用；

[0051] (2)将火腿切成厚度为0.2‑0.5cm的片状，平铺于上述铺满混合果皮的蒸笼中，再

将蒸笼置于蒸锅中蒸汽蒸制20min，后取出火腿晾凉，再将火腿切制成丁，备用；

[0052] (3)将大蒜、生姜混合切制成沫，将香菇切制成丁，将大蒜、生姜沫置于锅中在90℃

炒制出香味后加入上述步骤(2)中的火腿丁和香菇丁，继续90℃炒制8min，得第一炒制料备

用；

[0053] (4)将花椒、胡椒、香叶、桂皮、茴香混合研磨成粉，后加入辣椒粉得混合粉料备用；

[0054] (5)将上述混合粉料和豆豉与第一炒制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混合发酵果蔬汁，置于

发酵罐中于35℃恒温发7天，得发酵浆料备用；

[0055] (6)将植物油和牛油混合置于锅中烧热至95℃，后加入上述的发酵浆料，小火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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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炒至没有水分，再加入食盐继续翻炒，得蔬混合风味火腿酱。

[0056] 实施例3：

[0057] 一种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所述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植物油38份、牛油6份、火腿15份、豆豉9份、香菇7份、花椒3.5份、胡椒4份、香叶2.5份、桂皮

2.5份、辣椒粉1份、混合发酵果蔬汁18份、茴香1.5份、大蒜2.5份、生姜2.5份、食盐6.5份。

[0058] 优选的，所述混合发酵果蔬汁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物质组成：胡萝卜6份、苹果4份、

梨3份、西红柿4份、芹菜2份、香菜1.1份、猕猴桃3份、蜂蜜2份、乳酸菌0.01份、酵母菌0.01

份。

[0059] 优选的，所述混合发酵果蔬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0] (1)将胡萝卜、苹果、梨、西红柿、芹菜、香菜、猕猴桃混合研磨成浆料，得混合果蔬

浆料备用；

[0061] (2)将上述混合果蔬浆料加入蜂蜜、乳酸菌、酵母菌混合置于发酵罐中于40℃温度

下恒温发酵14h，的发酵浆料备用；

[0062] (3)将上述发酵浆料置于75℃温度下恒温处理1.5h，后趁热过滤，得混合发酵果蔬

汁。

[0063] 所述果蔬混合风味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4] (1)选取质量比为2∶1∶1的柚子皮、苹果皮、柠檬皮切成丁制备混合果皮，后置于沸

水中漂烫25s后取出，平铺于蒸笼中备用；

[0065] (2)将火腿切成厚度为0.2‑0.5cm的片状，平铺于上述铺满混合果皮的蒸笼中，再

将蒸笼置于蒸锅中蒸汽蒸制20min，后取出火腿晾凉，再将火腿切制成丁，备用；

[0066] (3)将大蒜、生姜混合切制成沫，将香菇切制成丁，将大蒜、生姜沫置于锅中在85℃

炒制出香味后加入上述步骤(2)中的火腿丁和香菇丁，继续85℃炒制7min，得第一炒制料备

用；

[0067] (4)将花椒、胡椒、香叶、桂皮、茴香混合研磨成粉，后加入辣椒粉得混合粉料备用；

[0068] (5)将上述混合粉料和豆豉与第一炒制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混合发酵果蔬汁，置于

发酵罐中于30℃恒温发酵6天，得发酵浆料备用；

[0069] (6)将植物油和牛油混合置于锅中烧热至93℃，后加入上述的发酵浆料，小火搅拌

翻炒至没有水分，再加入食盐继续翻炒，得蔬混合风味火腿酱。

[0070] 对比例1：

[0071] 一种火腿酱，所述火腿酱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植物油38份、牛油6份、火腿15

份、豆豉9份、香菇7份、花椒3.5份、胡椒4份、香叶2.5份、桂皮2.5份、辣椒粉1份、清水18份、

茴香1.5份、大蒜2.5份、生姜2.5份、食盐6.5份。

[0072] 所述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3] (1)选取质量比为2∶1∶1的柚子皮、苹果皮、柠檬皮切成丁制备混合果皮，后置于沸

水中漂烫25s后取出，平铺于蒸笼中备用；

[0074] (2)将火腿切成厚度为0.2‑0.5cm的片状，平铺于上述铺满混合果皮的蒸笼中，再

将蒸笼置于蒸锅中蒸汽蒸制20min，后取出火腿晾凉，再将火腿切制成丁，备用；

[0075] (3)将大蒜、生姜混合切制成沫，将香菇切制成丁，将大蒜、生姜沫置于锅中在85℃

炒制出香味后加入上述步骤(2)中的火腿丁和香菇丁，继续85℃炒制7min，得第一炒制料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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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076] (4)将花椒、胡椒、香叶、桂皮、茴香混合研磨成粉，后加入辣椒粉得混合粉料备用；

[0077] (5)将上述混合粉料和豆豉与第一炒制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清水，置于发酵罐中于

30℃恒温发酵6天，得发酵浆料备用；

[0078] (6)将植物油和牛油混合置于锅中烧热至93℃，后加入上述的发酵浆料，小火搅拌

翻炒至没有水分，再加入食盐继续翻炒，得火腿酱。

[0079] 对比例2：

[0080] 一种火腿酱，所述火腿酱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植物油38份、牛油6份、火腿15

份、豆豉9份、香菇7份、花椒3.5份、胡椒4份、香叶2.5份、桂皮2.5份、辣椒粉1份、混合发酵果

蔬汁18份、茴香1.5份、大蒜2.5份、生姜2.5份、食盐6.5份。

[0081] 优选的，所述混合发酵果蔬汁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物质组成：胡萝卜6份、苹果4份、

梨3份、西红柿4份、芹菜2份、香菜1.1份、猕猴桃3份、蜂蜜2份、乳酸菌0.01份、酵母菌0.01

份。

[0082] 优选的，所述混合发酵果蔬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3] (1)将胡萝卜、苹果、梨、西红柿、芹菜、香菜、猕猴桃混合研磨成浆料，得混合果蔬

浆料备用；

[0084] (2)将上述混合果蔬浆料加入蜂蜜、乳酸菌、酵母菌混合置于发酵罐中于40℃温度

下恒温发酵14h，的发酵浆料备用；

[0085] (3)将上述发酵浆料置于75℃温度下恒温处理1.5h，后趁热过滤，得混合发酵果蔬

汁。

[0086] 所述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7] (1)将火腿切成厚度为0.2‑0.5cm的片状，平铺于蒸笼中，再将蒸笼置于蒸锅中蒸

汽蒸制20min，后取出火腿晾凉，再将火腿切制成丁，备用；

[0088] (2)将大蒜、生姜混合切制成沫，将香菇切制成丁，将大蒜、生姜沫置于锅中在85℃

炒制出香味后加入上述步骤(2)中的火腿丁和香菇丁，继续85℃炒制7min，得第一炒制料备

用；

[0089] (3)将花椒、胡椒、香叶、桂皮、茴香混合研磨成粉，后加入辣椒粉得混合粉料备用；

[0090] (4)将上述混合粉料和豆豉与第一炒制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混合发酵果蔬汁，置于

发酵罐中于30℃恒温发酵6天，得发酵浆料备用；

[0091] (5)将植物油和牛油混合置于锅中烧热至93℃，后加入上述的发酵浆料，小火搅拌

翻炒至没有水分，再加入食盐继续翻炒，得火腿酱。

[0092] 对比例3：

[0093] 一种火腿酱，所述火腿酱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植物油38份、牛油6份、火腿15

份、豆豉9份、香菇7份、花椒3.5份、胡椒4份、香叶2.5份、桂皮2.5份、辣椒粉1份、清水18份、

茴香1.5份、大蒜2.5份、生姜2.5份、食盐6.5份。

[0094] 所述火腿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5] (1)将火腿切成厚度为0.2‑0.5cm的片状，平铺于蒸笼中，再将蒸笼置于蒸锅中蒸

汽蒸制20min，后取出火腿晾凉，再将火腿切制成丁，备用；

[0096] (2)将大蒜、生姜混合切制成沫，将香菇切制成丁，将大蒜、生姜沫置于锅中在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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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制出香味后加入上述步骤(2)中的火腿丁和香菇丁，继续85℃炒制7min，得第一炒制料备

用；

[0097] (3)将花椒、胡椒、香叶、桂皮、茴香混合研磨成粉，后加入辣椒粉得混合粉料备用；

[0098] (4)将上述混合粉料和豆豉与第一炒制料搅拌均匀，后加入清水，置于发酵罐中于

30℃恒温发酵6天，得发酵浆料备用；

[0099] (5)将植物油和牛油混合置于锅中烧热至93℃，后加入上述的发酵浆料，小火搅拌

翻炒至没有水分，再加入食盐继续翻炒，得火腿酱。

[0100] 感官评测：

[0101] 选取年龄段在10‑20岁、21‑35岁、35‑50岁的试吃人员，各年龄段男女各20人，分别

对上述实施例1‑3和对比例1‑3所制得的火腿酱进行试吃，具体评测打分标准如下表1所示，

具体打分结果如表2所示：

[0102] 表1

[0103]

[0104]

[0105]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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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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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0108] 由上表可知，本发明所制备的火腿酱，具有练好的色泽、香味、口感和风味，并且其

中发酵果蔬汁的添加和采用果皮蒸制都能有效提升火腿酱的风味。

[0109]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

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110]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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