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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

根的肉酱，包括有按照重量份计的以下原料：肉

3-5份、香茅0.01-0.05份、杏鲍菇6-10份、调和油

16-23份、香菇根1-3份、辣椒粉0.5-1 .5份、蚝油

2-4份、白糖0.5-1份、熟绿瓜子0.2-5份、熟白芝

麻0.10-3份、咖喱0.05-1 .5份、大姜0.1-0.2份、

蒜米0.1-0 .3份、黑胡椒粉0.2-0 .6份、酱油1-3

份、八角0.1-1份、香叶0.1-1份、草果0.1-1份、沙

姜0.1-1份、榨菜0.3-5份、白酒0.1-1份。本发明

还提供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

的制备方法，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营养全

面、口感独特、味道鲜美能充分利用香菇根的剩

余价值，节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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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特征在于：包括有按照重量份计的以下原

料：肉3-5份、香茅0.01-0.05份、杏鲍菇6-10份、调和油16-23份、香菇根1-3份、辣椒粉0.5-

1.5份、蚝油2-4份、白糖0.5-1份、熟绿瓜子0.2-5份、熟白芝麻0.10-3份、咖喱0.05-1.5份、

大姜0.1-0.2份、蒜米0.1-0.3份、黑胡椒粉0.2-0.6份、酱油1-3份、八角0.1-1份、香叶0.1-1

份、草果0.1-1份、沙姜0.1-1份、榨菜0.3-5份、白酒0.1-1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花椒0.1-0.3份、鸡精0.01-0.05份、盐0.5-1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其特征在于：包括有

按照重量份计的以下原料：肉3.5份、香茅0.02份、杏鲍菇8份、调和油18、香菇根1.5份、辣椒

粉0.9份、蚝油2.5份、白糖0.7份、熟绿瓜子0.5份、熟白芝麻0.15份、咖喱0.06份、大姜0.1

份、蒜米0.1份、黑胡椒粉0.3份、酱油1.5份、八角0.1份、香叶0.1份、草果0.1份、沙姜0.1份、

榨菜0.3份、白酒0.1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其特征在于：肉3份、

香茅0.01份、杏鲍菇6份、调和油16份、香菇根3份、辣椒粉0.5份、蚝油2份、白糖0.5份、熟绿

瓜子0.2份、熟白芝麻0.10份、咖喱0.05份、大姜0.1份、蒜米0.1份、黑胡椒粉0.2份、酱油1

份、八角0.1份、香叶0.1份、草果0.1份、沙姜0.1份、榨菜0.3份、白酒0.1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其特征在于：肉5份、

香茅0.05份、杏鲍菇10份、调和油23份、香菇根1份、辣椒粉1.5份、蚝油4份、白糖1份、熟绿瓜

子5份、熟白芝麻3份、咖喱1.5份、大姜0.2份、蒜米0.3份、黑胡椒粉0.6份、酱油3份、八角1

份、香叶1份、草果1份、沙姜1份、榨菜5份、白酒1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肉为牛肉或者鸡肉或者猪肉。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香茅为越南香茅。

8.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配比称取各原料：

称取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下原料：肉3-5份、香茅0.01-0 .05份、杏鲍菇6-10份、调和油

16-23份、香菇根1-3份、辣椒粉0.5-1.5份、蚝油2-4份、白糖0.5-1份、熟绿瓜子0.2-5份、熟

白芝麻0.10-3份、咖喱0.05-1.5份、大姜0.1-0.2份、蒜米0.1-0.3份、黑胡椒粉0.2-0.6份、

酱油1-3份、八角0.1-1份、香叶0.1-1份、草果0.1-1份、沙姜0.1-1份、榨菜0.3-5份、白酒

0.1-1份；

2)预处理：

①将肉切成0.6*0.8cm条状；

②杏鲍菇切成1.5*1.5cm的颗粒，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③蒜米、榨菜切碎；

④香菇根提前泡一天，搅碎成0.8-0.10cm条状，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⑤草果仁姜末：取净草果仁、大姜、沙姜，置锅内用文火炒干，取出捣碎；

⑥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

3)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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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调和油倒入锅内加热，待油温升至130-150℃时，把肉放入锅内，调至中火，然后

倒入蒜米、榨菜、香茅、八角、香叶、草果、白酒翻炒5-10分钟，加入炸好的香菇根、杏鲍菇和

炒干的草果仁姜末；

(b)将酱油、耗油、辣椒粉、咖喱、黑胡椒粉原料倒入锅内，充分搅拌，加热至沸腾五分

钟，小火调制30分钟，加入白糖1分钟起锅；

(c)起锅后加入熟绿瓜子仁及熟白芝麻；

(d)冷却、包装、贴标签，储藏于库房中。

9.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配比称取各原料：

称取权利要求2所述的以下原料：肉3-5份、香茅0.01-0 .05份、杏鲍菇6-10份、调和油

16-23份、香菇根1-3份、辣椒粉0.5-1.5份、蚝油2-4份、白糖0.5-1份、熟绿瓜子0.2-5份、熟

白芝麻0.10-3份、咖喱0.05-1.5份、大姜0.1-0.2份、蒜米0.1-0.3份、黑胡椒粉0.2-0.6份、

酱油1-3份、八角0.1-1份、香叶0.1-1份、草果0.1-1份、沙姜0.1-1份、榨菜0.3-5份、白酒

0.1-1份、花椒0.1-0.3份、鸡精0.01-0.05份、盐0.5-1份；

2)预处理：

①杏鲍菇切成1.5*1.5cm的颗粒，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②蒜米、榨菜切碎；

③香菇根提前泡一天，搅碎成0.8-0.10cm条状，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④草果仁姜末：取净草果仁、大姜、沙姜，置锅内用文火炒干，取出捣碎；

⑤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再放入盐，鸡精和花椒，最后放入切成0.6*0.8cm条状肉，搅

拌均匀放置10-20分钟；

3)制备：

(a)将调和油倒入锅内加热，待油温升至130-150℃时，把肉放入锅内，调至中火，然后

倒入蒜米、榨菜、香茅、八角、香叶、草果、白酒翻炒5-10分钟，加入炸好的香菇根、杏鲍菇和

炒干的草果仁姜末；

(b)将酱油、耗油、辣椒粉、咖喱、黑胡椒粉原料倒入锅内，充分搅拌，加热至沸腾五分

钟，小火调制30分钟，加入白糖1分钟起锅；

(c)起锅后加入熟绿瓜子仁及熟白芝麻；

(d)冷却、包装、贴标签，储藏于库房中。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430813 A

3



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肉酱的制备工艺，具体涉及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

酱及制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香茅是一种多年生密丛型具香味草本。秆高达2米，粗壮，节下被白色蜡粉。叶鞘无

毛，不向外反卷，内面浅绿色；叶舌质厚，长约1毫米；叶片长30-90厘米，宽5-15毫米，顶端长

渐尖，平滑或边缘粗糙；能治疗风湿、偏头痛，抗感染，改善消化功能。

[0003] 杏鲍菇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钙、镁、铜、锌等矿物质，可以

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对人体具有抗癌、降血脂、润肠胃以及美容等作用；每100克杏鲍菇含

有：热量31.00大卡、碳水化合物8.30g、脂肪0.10g、蛋白质1.30g，在蛋白质中含有18种氨基

酸，其中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齐全，是一种营养保健价值极高的食用菌。

[0004] 香菇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药食同源食材。其中，香菇根所含的营养成分含量并

不低于菇伞，但是目前酒店中看到的香菇菜肴都是去掉根部的，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益低，

且香菇根粗纤维含量较高，质地紧密、粗糙、硬实且不易咀嚼，也为了满足出口要求，提高香

菇出口价值和降低运输费用，我国一般将香菇菌盖和香菇根分开，只出口香菇菌盖，香菇根

作为下脚料被丢弃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造成了资源浪费。

[0005] 专利号CN201210131107.0，专利名称“一种杏鲍菇肉酱的制备方法”的发明，公开

了一种杏鲍菇肉酱的制备方法，属于酱的制备领域，其制备过程：杏鲍菇的处理：将杏鲍菇

清水浸泡3～4个小时，去杂，压榨，切丁，用盐腌制1个小时以上之后油炸；猪肉的处理：将猪

肉洗净用盐腌制12～24小时后再用卤水进行卤制15～20分钟，捞起切肉丁，油炸至熟；炒制

顺序：通过电加热炒锅，将炒锅内倒入香味油后炒锅开到一档，使炒锅内的香味油温度60℃

后转到二档，不时的搅拌加热到195℃，倒入豆豉，翻炒2分钟，当油温下降到150℃时倒入辣

椒酱翻炒1分钟，当闻到豆豉和辣椒酱炒香味后倒入腌椒酱，炒制片刻，再倒入肉丁，并加入

尼泊金酯酒精注解液，依次加入其它辅料，充分搅拌均匀，并趁热装罐。本发明可以达到口

感鲜嫩，味道清香，营养丰富，同时可在各大超市、饭店、商场等投放。

[0006] 但该专利依然存在从营养上来讲虽没有脱离了自身的营养价值，但还是不够丰

富，用的辅料都是家常辅料，口味上也比较普通。肉酱的制作过程中，有两点是重要控制环

节：一是干香菇根的复水。干香菇根粗韧难嚼，吞咽困难，适口性差，在加工利用前必须进行

复水。若复水程度不够，会使香菇根干硬皱缩，膨胀度不够，粗纤维未软化，适口性差，不易

加工；若复水过度，会使其软烂，咀嚼性差，容易造成风味物质和营养物质的流失。二是原料

的选择，作为佐料的肉酱，肉酱的原料成分是消费者比较关注的，如何利用合适辅料保证酱

料的口感独特以及营养丰富能够覆盖更多年龄层次消费人群的需求是工艺中值得就探讨

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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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包

括有按照重量份计的以下原料：肉3-5份、香茅0.01-0.05份、杏鲍菇6-10份、调和油16-23

份、香菇根1-3份、辣椒粉0.5-1.5份、蚝油2-4份、白糖0.5-1份、熟绿瓜子0.2-5份、熟白芝麻

0.10-3份、咖喱0.05-1.5份、大姜0.1-0.2份、蒜米0.1-0.3份、黑胡椒粉0.2-0.6份、酱油1-3

份、八角0.1-1份、香叶0.1-1份、草果0.1-1份、沙姜0.1-1份、榨菜0.3-5份、白酒0.1-1份。

[0008] 优选的，还包括花椒0.1-0.3份、鸡精0.01-0.05份、盐0.5-1份。

[0009] 优选的，包括有按照重量份计的以下原料：肉3.5份、香茅0.02份、杏鲍菇8份、调和

油18、香菇根1.5份、辣椒粉0.9份、蚝油2.5份、白糖0.7份、熟绿瓜子0.5份、熟白芝麻0.15

份、咖喱0.06份、大姜0.1份、蒜米0.1份、黑胡椒粉0.3份、酱油1.5份、八角0.1份、香叶0.1

份、草果0.1份、沙姜0.1份、榨菜0.3份、白酒0.1份。

[0010] 优选的，肉3份、香茅0.01份、杏鲍菇6份、调和油16份、香菇根3份、辣椒粉0.5份、蚝

油2份、白糖0.5份、熟绿瓜子0.2份、熟白芝麻0.10份、咖喱0.05份、大姜0.1份、蒜米0.1份、

黑胡椒粉0.2份、酱油1份、八角0.1份、香叶0.1份、草果0.1份、沙姜0.1份、榨菜0.3份、白酒

0.1份。

[0011] 优选的，肉5份、香茅0.05份、杏鲍菇10份、调和油23份、香菇根1份、辣椒粉1.5份、

蚝油4份、白糖1份、熟绿瓜子5份、熟白芝麻3份、咖喱1.5份、大姜0.2份、蒜米0.3份、黑胡椒

粉0.6份、酱油3份、八角1份、香叶1份、草果1份、沙姜1份、榨菜5份、白酒1份。

[0012] 优选的，肉为牛肉或者鸡肉或者猪肉。

[0013] 优选的，香茅为越南香茅。

[0014] 本发明还公开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5] 1)按照配比称取各原料：

[0016] 称取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下原料：肉3-5份、香茅0.01-0.05份、杏鲍菇6-10份、调和

油16-23份、香菇根1-3份、辣椒粉0.5-1.5份、蚝油2-4份、白糖0.5-1份、熟绿瓜子0.2-5份、

熟白芝麻0.10-3份、咖喱0.05-1 .5份、大姜0.1-0.2份、蒜米0.1-0.3份、黑胡椒粉0.2-0.6

份、酱油1-3份、八角0.1-1份、香叶0.1-1份、草果0.1-1份、沙姜0.1-1份、榨菜0.3-5份、白酒

0.1-1份；

[0017] 2)预处理：

[0018] ①将肉切成0.6*0.8cm条状；

[0019] ②杏鲍菇切成1.5*1.5cm的颗粒，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020] ③蒜米、榨菜切碎；

[0021] ④香菇根提前泡一天，搅碎成0.8-0.10cm条状，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022] ⑤草果仁姜末：取净草果仁、大姜、沙姜，置锅内用文火炒干，取出捣碎；

[0023] ⑥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

[0024] 3)制备：

[0025] (a)将调和油倒入锅内加热，待油温升至130-150℃时，把肉放入锅内，调至中火，

然后倒入蒜米、榨菜、香茅、八角、香叶、草果、白酒翻炒5-10分钟，加入炸好的香菇根、杏鲍

菇和炒干的草果仁姜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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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b)将酱油、耗油、辣椒粉、咖喱、黑胡椒粉原料倒入锅内，充分搅拌，加热至沸腾五

分钟，小火调制30分钟，加入白糖1分钟起锅；

[0027] (c)起锅后加入熟绿瓜子仁及熟白芝麻；

[0028] (d)冷却、包装、贴标签，储藏于库房中。

[0029] 本发明还公开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30] 1)按照配比称取各原料：

[0031] 称取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下原料：肉3-5份、香茅0.01-0.05份、杏鲍菇6-10份、调和

油16-23份、香菇根1-3份、辣椒粉0.5-1.5份、蚝油2-4份、白糖0.5-1份、熟绿瓜子0.2-5份、

熟白芝麻0.10-3份、咖喱0.05-1 .5份、大姜0.1-0.2份、蒜米0.1-0.3份、黑胡椒粉0.2-0.6

份、酱油1-3份、八角0.1-1份、香叶0.1-1份、草果0.1-1份、沙姜0.1-1份、榨菜0.3-5份、白酒

0.1-1份、花椒0.1-0.3份、鸡精0.01-0.05份、盐0.5-1份；

[0032] 2)预处理：

[0033] ①杏鲍菇切成1.5*1.5cm的颗粒，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034] ②蒜米、榨菜切碎；

[0035] ③香菇根提前泡一天，搅碎成0.8-0.10cm条状，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036] ④草果仁姜末：取净草果仁、大姜、沙姜，置锅内用文火炒干，取出捣碎；

[0037] ⑤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再放入盐，鸡精和花椒，最后放入切成0.6*0 .8cm条状

肉，搅拌均匀放置10-20分钟；

[0038] 3)制备：

[0039] (a)将调和油倒入锅内加热，待油温升至130-150℃时，把肉放入锅内，调至中火，

然后倒入蒜米、榨菜、香茅、八角、香叶、草果、白酒翻炒5-10分钟，加入炸好的香菇根、杏鲍

菇和炒干的草果仁姜末；

[0040] (b)将酱油、耗油、辣椒粉、咖喱、黑胡椒粉原料倒入锅内，充分搅拌，加热至沸腾五

分钟，小火调制30分钟，加入白糖1分钟起锅；

[0041] (c)起锅后加入熟绿瓜子仁及熟白芝麻；

[0042] (d)冷却、包装、贴标签，储藏于库房中。

[0043] 大姜：又称生姜，本味辣，属姜科姜属，为多年生草本宿根草本植物，在我国作为一

年生经济作物栽培，是我国特产的重要蔬菜品种。

[0044] 沙姜：多为圆形或近圆形的横切片，直径1～2cm，厚0.3～0.5cm。外皮浅褐色或黄

褐色，皱缩，有的有根痕或残存须根；切面类白色，粉性，常鼓凸。质脆，易折断。气香特异，味

辛辣。功能主治行气温中，消食，止痛。用于胸膈胀满，脘腹冷痛，饮食不消。

[0045] 大姜、沙姜及上述原料均是从菜市场购买的食材。

[0046] 本发明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47] (1)营养全面、口感独特、味道鲜美、香气四溢、附加值高、保质期长，同时能充分利

用香菇根的剩余价值，节约资源；

[0048] (2)适合中老幼食用，由于含有杏鲍菇、香菇根、熟绿瓜子、熟白芝麻，营养非常丰

富，散发香茅特有的香气，特别适合挑食、食欲差的老人和小孩；

[0049] (3)红红的肉酱中点缀着绿色的瓜子和白色的芝麻，红白绿三色搭配更能激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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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欲。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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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1]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0052] 实施例一

[0053] 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猪肉酱，包括有按照重量份计的以下原料：猪

肉3.5份、香茅0.02份、杏鲍菇8份、调和油18份、香菇根1.5份、辣椒粉0.9份、蚝油2.5份、白

糖0.7份、熟绿瓜子0.5份、熟白芝麻0.15份、咖喱0.06份、大姜0.1份、蒜米0.1份、黑胡椒粉

0.3份、酱油1.5份、八角0.1份、香叶0.1份、草果0.1份、沙姜0.1份、榨菜0.3份、白酒0.1份。

[0054] 该含有香茅和杏鲍菇的猪肉酱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5] 1)按照配比称取各原料：

[0056] 称取上述原料：猪肉3.5份、香茅0.02份、杏鲍菇8份、调和油18份、香菇根1.5份、辣

椒粉0.9份、蚝油2.5份、白糖0.7份、熟绿瓜子0.5份、熟白芝麻0.15份、咖喱0.06份、大姜0.1

份、蒜米0.1份、黑胡椒粉0.3份、酱油1.5份、八角0.1份、香叶0.1份、草果0.1份、沙姜0.1份、

榨菜0.3份、白酒0.1份；

[0057] 2)预处理：

[0058] ①将猪肉切成0.6*0.8cm条状；

[0059] ②杏鲍菇切成1.5*1.5cm的颗粒，用60％调和油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060] ③蒜米、榨菜切碎；

[0061] ④香菇根提前泡一天，搅碎成0.8-0.10cm条状，10％调和油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062] ⑤草果仁姜末：取净草果仁、大姜、沙姜，置锅内用文火炒干，取出捣碎；

[0063] ⑥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

[0064] 3)制备：

[0065] (a)将所有调和油倒入锅内加热，待油温升至130-150℃时，把猪肉放入锅内，调至

中火，然后倒入蒜米、榨菜、香茅、八角、香叶、草果、白酒翻炒5-10分钟，加入炸好的香菇根、

杏鲍菇和炒干的草果仁姜末；

[0066] (b)将酱油、耗油、辣椒粉、咖喱、黑胡椒粉原料倒入锅内，充分搅拌，加热至沸腾五

分钟，小火调制30分钟，加入白糖1分钟起锅；

[0067] (c)起锅后加入熟绿瓜子仁及熟白芝麻；

[0068] (d)冷却、包装、贴标签，储藏于库房中。

[0069] 上述香茅可选越南香茅。

[0070] 上述原料均是从菜市场购买的食材。

[0071] 该实施例的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猪肉酱(1)营养全面、口感独特、味道鲜

美、香气四溢、附加值高、保质期长，同时能充分利用香菇根的剩余价值，节约资源；(2)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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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幼食用，由于含有杏鲍菇、香菇根、熟绿瓜子、熟白芝麻，营养非常丰富，散发香茅特有

的香气，特别适合挑食、食欲差的老人和小孩；(3)红红的肉酱中点缀着绿色的瓜子和白色

的芝麻，红白绿三色搭配更能激起人的食欲。

[0072] 实施例二

[0073] 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鸡肉酱，包括有按照重量份计的以下原料：鸡

肉3份、香茅0.01份、杏鲍菇6份、调和油16份、香菇根3份、辣椒粉0.5份、蚝油2份、白糖0.5

份、熟绿瓜子0.2份、熟白芝麻0.10份、咖喱0.05份、大姜0.1份、蒜米0.1份、黑胡椒粉0.2份、

酱油1份、八角0.1份、香叶0.1份、草果0.1份、沙姜0.1份、榨菜0.3份、白酒0.1份。

[0074] 该含有香茅和杏鲍菇的鸡肉酱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5] 1)按照配比称取各原料：

[0076] 称取上述原料：鸡肉3份、香茅0.01份、杏鲍菇6份、调和油16份、香菇根3份、辣椒粉

0.5份、蚝油2份、白糖0.5份、熟绿瓜子0.2份、熟白芝麻0.10份、咖喱0.05份、大姜0.1份、蒜

米0.1份、黑胡椒粉0.2份、酱油1份、八角0.1份、香叶0.1份、草果0.1份、沙姜0.1份、榨菜0.3

份、白酒0.1份；

[0077] 2)预处理：

[0078] ①将鸡肉切成0.6*0.8cm条状；

[0079] ②杏鲍菇切成1.5*1.5cm的颗粒，用60％调和油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080] ③蒜米、榨菜切碎；

[0081] ④香菇根提前泡一天，搅碎成0.8-0.10cm条状，用10％调和油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082] ⑤草果仁姜末：取净草果仁、大姜、沙姜，置锅内用文火炒干，取出捣碎；

[0083] ⑥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

[0084] 3)制备：

[0085] (a)将所有调和油倒入锅内加热，待油温升至130-150℃时，把鸡肉放入锅内，调至

中火，然后倒入蒜米、榨菜、香茅、八角、香叶、草果、白酒翻炒5-10分钟，加入炸好的香菇根、

杏鲍菇和炒干的草果仁姜末；

[0086] (b)将酱油、耗油、辣椒粉、咖喱、黑胡椒粉原料倒入锅内，充分搅拌，加热至沸腾五

分钟，小火调制30分钟，加入白糖1分钟起锅；

[0087] (c)起锅后加入熟绿瓜子仁及熟白芝麻；

[0088] (d)冷却、包装、贴标签，储藏于库房中。

[0089] 上述香茅可选越南香茅。

[0090] 该实施例的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鸡肉酱(1)营养全面、口感独特、味道鲜

美、香气四溢、附加值高、保质期长，同时能充分利用香菇根的剩余价值，节约资源；(2)适合

中老幼食用，由于含有杏鲍菇、香菇根、熟绿瓜子、熟白芝麻，营养非常丰富，散发香茅特有

的香气，特别适合挑食、食欲差的老人和小孩；(3)红红的肉酱中点缀着绿色的瓜子和白色

的芝麻，红白绿三色搭配更能激起人的食欲。

[0091] 实施例三

[0092] 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鸡牛肉酱，包括有按照重量份计的以下原料：

牛肉5份、香茅0.05份、杏鲍菇10份、调和油23份、香菇根1份、辣椒粉1.5份、蚝油4份、白糖1

份、熟绿瓜子5份、熟白芝麻3份、咖喱1.5份、大姜0.2份、蒜米0.3份、黑胡椒粉0.6份、酱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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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八角1份、香叶1份、草果1份、沙姜1份、榨菜5份、白酒1份。

[0093] 该含有香茅和杏鲍菇的鸡牛肉酱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4] 1)按照配比称取各原料：

[0095] 称取上述原料：牛肉5份、香茅0.05份、杏鲍菇10份、调和油23份、香菇根1份、辣椒

粉1.5份、蚝油4份、白糖1份、熟绿瓜子5份、熟白芝麻3份、咖喱1.5份、大姜0.2份、蒜米0.3

份、黑胡椒粉0.6份、酱油3份、八角1份、香叶1份、草果1份、沙姜1份、榨菜5份、白酒1份；

[0096] 2)预处理：

[0097] ①将牛肉切成0.6*0.8cm条状；

[0098] ②杏鲍菇切成1.5*1.5cm的颗粒，用60％调和油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099] ③蒜米、榨菜切碎；

[0100] ④香菇根提前泡一天，搅碎成0.8-0.10cm条状，用10％调和油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101] ⑤草果仁姜末：取净草果仁、大姜、沙姜，置锅内用文火炒干，取出捣碎；

[0102] ⑥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

[0103] 3)制备：

[0104] (a)将所有调和油倒入锅内加热，待油温升至130-150℃时，把鸡牛肉放入锅内，调

至中火，然后倒入蒜米、榨菜、香茅、八角、香叶、草果、白酒翻炒5-10分钟，加入炸好的香菇

根、杏鲍菇和炒干的草果仁姜末；

[0105] (b)将酱油、耗油、辣椒粉、咖喱、黑胡椒粉原料倒入锅内，充分搅拌，加热至沸腾五

分钟，小火调制30分钟，加入白糖1分钟起锅；

[0106] (c)起锅后加入熟绿瓜子仁及熟白芝麻；

[0107] (d)冷却、包装、贴标签，储藏于库房中。

[0108] 上述香茅可选越南香茅。

[0109] 该实施例的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牛肉酱(1)营养全面、口感独特、味道鲜

美、香气四溢、附加值高、保质期长，同时能充分利用香菇根的剩余价值，节约资源；(2)适合

中老幼食用，由于含有杏鲍菇、香菇根、熟绿瓜子、熟白芝麻，营养非常丰富，散发香茅特有

的香气，特别适合挑食、食欲差的老人和小孩；(3)红红的肉酱中点缀着绿色的瓜子和白色

的芝麻，红白绿三色搭配更能激起人的食欲。

[0110] 实施例四

[0111] 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鸡肉酱，包括有按照重量份计的以下原料：鸡

肉3.5份、香茅0.02份、杏鲍菇8份、调和油18份、香菇根1.5份、辣椒粉0.9份、蚝油2.5份、白

糖0.7份、熟绿瓜子0.5份、熟白芝麻0.15份、咖喱0.06份、大姜0.1份、蒜米0.1份、黑胡椒粉

0.3份、酱油1.5份、八角0.1份、香叶0.1份、草果0.1份、沙姜0.1份、榨菜0.3份、白酒0.1份、

花椒0.2份、鸡精0.02份、盐0.7份。

[0112] 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13] 1)按照配比称取各原料：

[0114] 称取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下原料：鸡肉3.5份、香茅0.02份、杏鲍菇8份、调和油18

份、香菇根1.5份、辣椒粉0.9份、蚝油2.5份、白糖0.7份、熟绿瓜子0.5份、熟白芝麻0.15份、

咖喱0.06份、大姜0.1份、蒜米0.1份、黑胡椒粉0.3份、酱油1.5份、八角0.1份、香叶0.1份、草

果0.1份、沙姜0.1份、榨菜0.3份、白酒0.1份、花椒0.2份、鸡精0.02份、盐0.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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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 2)预处理：

[0116] ①杏鲍菇切成1.5*1.5cm的颗粒，用60％调和油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117] ②蒜米、榨菜切碎；

[0118] ③香菇根提前泡一天，搅碎成0.8-0.10cm条状，用10％调和油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119] ④草果仁姜末：取净草果仁、大姜、沙姜，置锅内用文火炒干，取出捣碎；

[0120] ⑤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再放入盐，鸡精和花椒，最后放入切成0.6*0.8cm条状鸡

肉，搅拌均匀放置10-20分钟；

[0121] 3)制备：

[0122] (a)将所有调和油倒入锅内加热，待油温升至130-150℃时，把鸡肉放入锅内，调至

中火，然后倒入蒜米、榨菜、香茅、八角、香叶、草果、白酒翻炒5-10分钟，加入炸好的香菇根、

杏鲍菇和炒干的草果仁姜末；

[0123] (b)将酱油、耗油、辣椒粉、咖喱、黑胡椒粉原料倒入锅内，充分搅拌，加热至沸腾五

分钟，小火调制30分钟，加入白糖1分钟起锅；

[0124] (c)起锅后加入熟绿瓜子仁及熟白芝麻；

[0125] (d)冷却、包装、贴标签，储藏于库房中。

[0126] 上述香茅可选越南香茅。

[0127] 该实施例的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鸡肉酱(1)营养全面、口感独特、味道鲜

美、香气四溢、附加值高、保质期长，同时能充分利用香菇根的剩余价值、节约资源；(2)适合

中老幼食用，由于含有杏鲍菇、香菇根、熟绿瓜子、熟白芝麻，营养非常丰富，散发香茅特有

的香气，特别适合挑食、食欲差的老人和小孩；(3)红红的肉酱中点缀着绿色的瓜子和白色

的芝麻，红白绿三色搭配更能激起人的食欲；(4)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再放入盐，鸡精和

花椒，最后放入切成0.6*0.8cm条状鸡肉，搅拌均匀放置10-20分钟让香茅草里的柠檬香味

更多的释放出来进入鸡肉。

[0128] 实施例五

[0129] 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肉酱，牛肉3份、香茅0.01份、杏鲍菇6份、调和

油16份、香菇根3份、辣椒粉0.5份、蚝油2份、白糖0.5份、熟绿瓜子0.2份、熟白芝麻0.10份、

咖喱0.05份、大姜0.1份、蒜米0.1份、黑胡椒粉0.2份、酱油1份、八角0.1份、香叶0.1份、草果

0.1份、沙姜0.1份、榨菜0.3份、白酒0.1份、花椒0.1份、鸡精0.01份、盐0.5份。

[0130]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31] 1)按照配比称取各原料：

[0132] 称取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下原料：牛肉3份、香茅0.01份、杏鲍菇6份、调和油16份、

香菇根3份、辣椒粉0.5份、蚝油2份、白糖0.5份、熟绿瓜子0.2份、熟白芝麻0.10份、咖喱0.05

份、大姜0.1份、蒜米0.1份、黑胡椒粉0.2份、酱油1份、八角0.1份、香叶0.1份、草果0.1份、沙

姜0.1份、榨菜0.3份、白酒0.1份、花椒0.1份、鸡精0.01份、盐0.5份；

[0133] 2)预处理：

[0134] ①杏鲍菇切成1.5*1.5cm的颗粒，用60％调和油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135] ②蒜米、榨菜切碎；

[0136] ③香菇根提前泡一天，搅碎成0.8-0.10cm条状，用10％调和油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137] ④草果仁姜末：取净草果仁、大姜、沙姜，置锅内用文火炒干，取出捣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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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8] ⑤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再放入盐，鸡精和花椒，最后放入切成0.6*0.8cm条状牛

肉，搅拌均匀放置10-20分钟；

[0139] 3)制备：

[0140] (a)将所有调和油倒入锅内加热，待油温升至130-150℃时，把牛肉放入锅内，调至

中火，然后倒入蒜米、榨菜、香茅、八角、香叶、草果、白酒翻炒5-10分钟，加入炸好的香菇根、

杏鲍菇和炒干的草果仁姜末；

[0141] (b)将酱油、耗油、辣椒粉、咖喱、黑胡椒粉原料倒入锅内，充分搅拌，加热至沸腾五

分钟，小火调制30分钟，加入白糖1分钟起锅；

[0142] (c)起锅后加入熟绿瓜子仁及熟白芝麻；

[0143] (d)冷却、包装、贴标签，储藏于库房中。

[0144] 上述香茅可选越南香茅。

[0145] 该实施例的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牛肉酱(1)营养全面、口感独特、味道鲜

美、香气四溢、附加值高、保质期长，同时能充分利用香菇根的剩余价值，节约资源；(2)适合

中老幼食用，由于含有杏鲍菇、香菇根、熟绿瓜子、熟白芝麻，营养非常丰富，散发香茅特有

的香气，特别适合挑食、食欲差的老人和小孩；(3)红红的肉酱中点缀着绿色的瓜子和白色

的芝麻，红白绿三色搭配更能激起人的食欲；(4)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再放入盐，鸡精和

花椒，最后放入切成0.6*0.8cm条状牛肉，搅拌均匀放置10-20分钟让香茅草里的柠檬香味

更多的释放出来进入牛肉。

[0146] 实施例六

[0147] 一种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猪肉酱，包括有按照重量份计的以下原料：猪

肉5份、香茅0.05份、杏鲍菇10份、调和油23份、香菇根1份、辣椒粉1.5份、蚝油4份、白糖1份、

熟绿瓜子5份、熟白芝麻3份、咖喱1.5份、大姜0.2份、蒜米0.3份、黑胡椒粉0.6份、酱油3份、

八角1份、香叶1份、草果1份、沙姜1份、榨菜5份、白酒1份、花椒0.3份、鸡精0.05份、盐1份。

[0148] 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49] 1)按照配比称取各原料：

[0150] 称取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下原料：猪肉5份、香茅0.05份、杏鲍菇10份、调和油23份、

香菇根1份、辣椒粉1.5份、蚝油4份、白糖1份、熟绿瓜子5份、熟白芝麻3份、咖喱1.5份、大姜

0.2份、蒜米0.3份、黑胡椒粉0.6份、酱油3份、八角1份、香叶1份、草果1份、沙姜1份、榨菜5

份、白酒1份、花椒0.3份、鸡精0.05份、盐1份；

[0151] 2)预处理：

[0152] ①杏鲍菇切成1.5*1.5cm的颗粒，用60％调和油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153] ②蒜米、榨菜切碎；

[0154] ③香菇根提前泡一天，搅碎成0.8-0.10cm条状，用10％调和油炸至金黄控油捞起；

[0155] ④草果仁姜末：取净草果仁、大姜、沙姜，置锅内用文火炒干，取出捣碎；

[0156] ⑤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再放入盐，鸡精和花椒，最后放入切成0.6*0.8cm条状猪

肉，搅拌均匀放置10-20分钟；

[0157] 3)制备：

[0158] (a)将所有调和油倒入锅内加热，待油温升至130-150℃时，把猪肉放入锅内，调至

中火，然后倒入蒜米、榨菜、香茅、八角、香叶、草果、白酒翻炒5-10分钟，加入炸好的香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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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鲍菇和炒干的草果仁姜末；

[0159] (b)将酱油、耗油、辣椒粉、咖喱、黑胡椒粉原料倒入锅内，充分搅拌，加热至沸腾五

分钟，小火调制30分钟，加入白糖1分钟起锅；

[0160] (c)起锅后加入熟绿瓜子仁及熟白芝麻；

[0161] (d)冷却、包装、贴标签，储藏于库房中。

[0162] 上述香茅可选越南香茅。

[0163] 该实施例的含有香茅和杏鲍菇及香菇根的猪肉酱(1)营养全面、口感独特、味道鲜

美、香气四溢、附加值高、保质期长，同时能充分利用香菇根的剩余价值，节约资源；(2)适合

中老幼食用，由于含有杏鲍菇、香菇根、熟绿瓜子、熟白芝麻，营养非常丰富，散发香茅特有

的香气，特别适合挑食、食欲差的老人和小孩；(3)红红的肉酱中点缀着绿色的瓜子和白色

的芝麻，红白绿三色搭配更能激起人的食欲；(4)把香茅切成1cm的小段；再放入盐，鸡精和

花椒，最后放入切成0.6*0.8cm条状猪肉，搅拌均匀放置10-20分钟让香茅草里的柠檬香味

更多的释放出来进入猪肉。

[0164]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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