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729759.1

(22)申请日 2018.07.0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81343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16

(73)专利权人 信良记食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 101500 北京市密云区车站路59号楼4

层405

(72)发明人 徐伯春　陈棋　余连超　朱祥洪　

卢言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捷诚信通专利事务所

(普通合伙) 11221

代理人 王卫东

(51)Int.Cl.

A23L 17/40(2016.01)

A23L 27/10(2016.01)

A23B 4/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921189 A,2015.09.23

CN 104187871 A,2014.12.10

CN 107996675 A,2018.05.08

CN 104542890 A,2015.04.29

CN 106889501 A,2017.06.27

审查员 郭杰

 

(54)发明名称

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清洗，将原料大闸蟹浸入清

洗液中，使其吐出肠腺、腮中的污物，然后捞出清

洗沥水；蒸煮，先将沥水后的大闸蟹进行灭活处

理，再将其蒸煮为熟蟹；低温浸泡，将蒸煮为熟蟹

后的大闸蟹立即浸入冷却浸汁中进行初次浸泡

调味处理；二次调味，初次浸泡调味后的大闸蟹

加入调味汁和调味油进行二次调味处理；冷冻，

将二次调味后的大闸蟹采用液氮速冻机速冻，而

后浸入低温的调味液中包裹上一层冰衣。本发

明，通过低温浸泡和调味步骤两次对大闸蟹入

味，并采用液氮速冻机速冻大闸蟹，提高了对蟹

肉纤维保存的完整性，可获得肉质鲜嫩的调味大

闸蟹产品，并延长了最佳食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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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清洗，洗去原料大闸蟹表面的泥沙、污垢后再浸入清洗液中进行处理，所述清洗液的溶

剂为水，溶质的成分及浓度为：柠檬酸0.2％～0.8％，D‑异抗坏血酸钠0.1％～0.2％，同时，

向清洗吐脏池通入压缩空气，使其吐出肠腺、腮中的污物，然后将二次清洗后的大闸蟹放入

清水池，清洗干净后再用清水喷淋清洗，以清除大闸蟹体表的清洗液，而后沥水；

蒸煮，先将沥水后的大闸蟹进行灭活处理，再将其蒸煮为熟蟹；灭活处理的水温为40～

50℃，加热时间为7～20分钟；蒸煮大闸蟹时，蒸汽温度为110～120℃，蒸制时间为10～20分

钟；

低温浸泡，将蒸煮为熟蟹后的大闸蟹立即浸入冷却浸汁中进行初次浸泡调味处理,进

行初次浸泡调味处理时，采用低温链式浸泡池浸泡入味，冷却浸汁的温度保持在‑2～10℃，

浸泡时间为25～45分钟，浸泡入味后沥水；

二次调味，初次浸泡调味后的大闸蟹加入调味汁和调味油进行二次调味处理；

冷冻，将二次调味后的大闸蟹采用液氮速冻机速冻，而后浸入低温的调味液中包裹上

一层冰衣；其中，将速冻后的大闸蟹放入0℃的调味液中，包裹上一层冰衣，调味液的溶剂为

水，溶质的组分和浓度为：食用盐1％～1.5％；糖1％～1.5％的糖；味精0.5％～1％；将大闸

蟹浸泡10秒，完成包冰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进行二次调味

处理时，每份大闸蟹500～510g，添加的调味汁为50～200g，调味油为20～100g。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味汁的

组分及重量比为：水1千克，麻辣底料1～1.2千克，调味粉240～260克，酱油280～320克，白

砂糖150～180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调味汁的制备

方法为：根据其配比，按所需称取原料，将原料置于夹层锅中，煮沸后继续煮制5～10分钟，

再用冷却器将其快速降至室温，得到调味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调味油的组分

及重量比为：麻辣红油1千克，香辣油20～50克，花椒油15～20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冷冻步骤

中，采用液氮速冻机速冻大闸蟹，速冻的温度为‑80～‑115℃，时间为8～20分钟，使大闸蟹

的热中心温度降至‑2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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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螃蟹是我国经济价值较高的水产品。蟹肉和蟹黄中含有人体必须的氨基酸、微量

元素、胶原蛋白、钙、卵磷脂、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0003] 其中的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广泛分布于江苏、湖北、

江西、安徽等长江中下游地区，产量逐年增加，现已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出口创汇的重

要经济水产品。

[0004] 大闸蟹含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以及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是营养和食疗价值

较高的动物性食品，其滋味鲜美，深受消费者欢迎。目前在我国，大闸蟹主要以酒店、餐饮店

中烹调后销售为主。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菜肴的工业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受到关

注。因此迫切需要对大闸蟹进行工业化生产加工，开发美味、安全、方便的速冻调味大闸蟹

制品。现有技术中，多采用冷藏的方式延长其最佳食用期限。其制作方法是先将新鲜的大闸

蟹真空密封，而后再进行速冻，汤料包一般附加在真空包装中，当需要食用时，需对蟹肉配

以汤料共同蒸煮，蒸熟后才可食用，其口感较差，且保存的时间较短。

[0005] 为此，中国发明专利CN107232531A公开了一种河蟹香辣冷冻即食产品的加工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S1、清洗：将新鲜河蟹放置于质量分数为1％～3％食盐的水溶液中暂养

1.5～2小时，再以清水洗去污垢泥沙；S2、分级：从清洗后的河蟹中捡除死蟹，并选择活蟹作

为原料；S3、汤料调制：汤料的制备原料按质量分数计，包括2～3％食盐、5％白砂糖、0.2～

0.4％味精、0～0.1％增鲜剂、0～0.15％黄原胶、2％生姜片、8％辣椒油、5％酱油和5％料

酒，余量为水，其中，汤料的调制工艺包括：按照上述配比称量各原料，将食盐、白砂糖和黄

原胶充分混匀后缓慢加入到水中，加热并不断搅拌，随后加入生姜片、酱油、味精、增鲜剂以

及料酒并混合，至煮沸后停止加热，并过滤留取滤液得到汤料，然后冷却；S4、河蟹熟制与称

重：向蒸锅中倒入足够清水，将河蟹放在蒸屉中，将水烧开后蒸12～15min关火，并迅速称量

河蟹；S5、灌装：将称量后的河蟹放入包装盒中，按1:2的料液比在包装盒加入冷却的汤料并

进行密封；S6、冻藏：将封装河蟹的包装盒迅速隧道速冻，之后在‑18℃以下的温度条件下冷

冻保藏。

[0006] 然而，上述方案中，河蟹与汤料先后灌装至包装盒中，在灌装后直接冻藏，不够入

味，对河蟹的调味效果差，且保存的最佳食用期较短。

[0007] 此外，现有海鲜冷冻食品制作的程中，多采用人工的方式去除海产品表面的泥沙、

污垢和内脏，较为麻烦，内脏清除不够彻底。

[0008] 有鉴于此，需要提供一种新的河蟹冷冻即食产品的加工方法，可以获得较好的调

味效果，并具有较长的最佳食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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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的河蟹冷冻即食产品，不够入味，调味效果差，

保存的最佳食用期短的问题。

[0010]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

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清洗，将原料大闸蟹浸入清洗液中，使其吐出肠腺、腮中的污物，然后捞出清洗沥

水；

[0012] 蒸煮，先将沥水后的大闸蟹进行灭活处理，再将其蒸煮为熟蟹；

[0013] 低温浸泡，将蒸煮为熟蟹后的大闸蟹立即浸入冷却浸汁中进行初次浸泡调味处

理；

[0014] 二次调味，初次浸泡调味后的大闸蟹加入调味汁和调味油进行二次调味处理；

[0015] 冷冻，将二次调味后的大闸蟹采用液氮速冻机速冻，而后浸入低温的调味液中包

裹上一层冰衣。

[0016] 在上述方法中，进行二次调味处理时，每份大闸蟹500～510g，添加的调味汁为50

～200g，调味油为20～100g。

[0017] 在上述方法中，洗去原料大闸蟹表面的泥沙、污垢后再浸入清洗液中进行处理，所

述清洗液的溶剂为水，溶质的成分及浓度为：柠檬酸0.2％～0.8％，D‑异抗坏血酸钠0.1％

～0.2％。

[0018] 在上述方法中，灭活处理的水温为40～50℃，加热时间为7～20分钟。

[0019] 在上述方法中，所述调味汁的组分及重量比为：水1千克，麻辣底料1～1.2千克，调

味粉240～260克，酱油280～320克，白砂糖150～180克。

[0020] 在上述方法中，调味汁的制备方法为：根据其配比，按所需称取原料，将原料置于

夹层锅中，煮沸后继续煮制5～10分钟，再用冷却器将其快速降至室温，得到调味汁。

[0021] 在上述方法中，调味油的组分及重量比为：麻辣红油1千克，香辣油20～50克，花椒

油15～20克。

[0022] 在上述方法中，进行初次浸泡调味处理时，采用低温链式浸泡池浸泡入味，冷却浸

汁的温度保持在‑2～10℃，浸泡时间为25～45分钟，浸泡入味后沥水。

[0023] 在上述方法中，蒸煮步骤为：蒸煮大闸蟹时，蒸汽温度为110～120℃，蒸制时间为

10～20分钟。

[0024] 在上述方法中，在冷冻步骤中，采用液氮速冻机速冻大闸蟹，速冻的温度为‑80～‑

115℃，时间为8～20分钟，使大闸蟹的热中心温度降至‑22℃以下。

[0025] 本发明，通过低温浸泡和调味步骤两次对大闸蟹入味，并采用液氮速冻机速冻大

闸蟹，提高了对蟹肉纤维保存的完整性，可获得肉质鲜嫩的调味大闸蟹产品，并延长了最佳

食用期。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方法的一个具体实施例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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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方法，通过低温浸泡和调味步骤两次对

大闸蟹入味，并采用液氮速冻机速冻大闸蟹，提高了对蟹肉纤维保存的完整性，可获得肉质

鲜嫩的调味大闸蟹产品，并延长了最佳食用期。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

发明做出详细说明。

[0028] 本发明的实现原理是：

[0029] 将大闸蟹熟制后，通过配制的冷却浸汁、调味汁和调味油分两次对大闸蟹入味，解

决了调味大闸蟹不入味的问题。通过灭活处理，使大闸蟹在低温环境下丧失活性，既避免了

蟹体在后续加工中因应激反应出现掉腿掉钳的现象，又便于后续的蒸煮操作。

[0030] 采用液氮速冻，有效的保证了冷冻时对蟹肉纤维保存的完整性，可获得肉质鲜嫩

的调味大闸蟹产品。本发明，可实现机械化、标准化的工业化生产，在‑18℃冻藏保质期达12

～18个月，满足了消费者对大闸蟹产品美味、方便、安全的需求，市场前景广阔。

[0031] 具体地，本发明提供的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方法，主要技术方案的实现包括以

下步骤：

[0032] 清洗，将大闸蟹浸入清洗液中，使其吐出肠腺、腮中的污物；

[0033] 蒸煮，先将大闸蟹灭活处理，再将其蒸煮；

[0034] 低温浸泡，将大闸蟹浸入冷却浸汁；

[0035] 调味，向大闸蟹添加调味汁和调味油；

[0036] 冷冻，将大闸蟹速冻，而后浸入低温的调味液中包冰衣。

[0037] 在以上步骤中，在清洗步骤前后分别进行一次、二次清洗；

[0038] 一次清洗，洗去大闸蟹表面的泥沙、污垢；

[0039] 二次清洗，先用清水对大闸蟹喷淋清洗，再沥水；

[0040] 其中，清洗液的溶剂为水，溶质的成分及浓度为：柠檬酸0.2％～0.8％，D‑异抗坏

血酸钠0.1％～0.2％。

[0041]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和实现方式做出更清楚地解释和说明，以下介绍实现本

发明技术方案的几个优选的具体实施例。显然，以下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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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方法中，

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常规方法，原材料如无特别说明均能从公开商业途径而得。

[0042] 具体实施例1。

[0043] 本发明具体实施例1提供了一种速冻调味大闸蟹的加工方法，如图1所示，具体实

施例1包括以下步骤：

[0044] 步骤一：原料验收。

[0045] 将原料大闸蟹进行挑选，挑选肢体完整肥大、肉体紧实，体色鲜艳、有光泽、无发黑

现象的大闸蟹，并剔除死蟹、病蟹、破损蟹、软壳蟹和全部杂质。

[0046] 步骤二：分级、分类。

[0047] 将步骤1中挑选完毕后的大闸蟹根据单只重量进行分级，分为小、中、大三个等级，

重量分别为80～120g/只、120～170g/只、170～220g/只，并按照雌、雄进行分类。

[0048] 步骤三：清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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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一次清洗：将步骤2中同一等级、同一类别的大闸蟹置于清洗池内，进行第一次清

洗，洗去大闸蟹表面的泥沙、污垢。

[0050] 二次清洗(清洗吐脏)：将一次清洗后的大闸蟹浸入清洗吐脏池中浸泡清洗，该清

洗吐脏池中设有清洗液，清洗液的溶剂为水，溶质的成分和浓度为0.2％～0.6％的柠檬酸、

0.1％～0.2％的D‑异抗坏血酸钠。在二次清洗的同时，向清洗吐脏池通入压缩空气。二次清

洗中，浸泡清洗时间60～90分钟，直至大闸蟹吐出肠腺、腮中污物，体表污垢被清洗干净，将

清洗干净的大闸蟹捞出。

[0051] 例如：水溶液中柠檬酸和D‑异抗坏血酸钠的比例如下表：

[0052] 序号 柠檬酸(％) D‑异抗坏血酸钠(％)

1 0.2 0.2

2 0.3 0.15

3 0.4 0.1

4 0.5 0.2

5 0.6 0.15

[0053] 现有技术中常用的盐水，或者盐水+醋的方式，虽然能够让大闸蟹吐出一部分脏东

西，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例如，中国发明专利CN104366595A提供了一种清洗液，由0.4％～

0.8％的碳酸氢钠、0.1％～0.4％的柠檬酸、1％～1.5％的β‑环糊精的水溶液组成，其清洗

效果也逊色于本发明中的清洗液。而且，本发明提供的清洗液中，D‑异抗坏血酸钠是一种新

型生物型食品抗氧、防腐保鲜助色剂。主要以大米为主要原料，采用微生物发酵生产获得，

无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其含量明显低于中国发明专利CN104366595A中的碳酸氢钠和β‑环

糊精，进一步降低了残留物副作用的影响。

[0054] 三次清洗(清洗、喷淋)：将二次清洗后的大闸蟹放入清水池，清洗干净后再用清水

喷淋清洗，以清除大闸蟹体表的清洗液，而后沥水。

[0055] 步骤四：灭活处理。

[0056] 将三次清洗后的大闸蟹置于链式加热水槽中，进行灭活处理，控制水槽的水温40

～50℃，加热时间7～20分钟。

[0057] 在蒸煮前采用温水加热的方式对大闸蟹灭活处理，避免清洗后直接蒸煮，可使大

闸蟹在适宜的条件下死亡，如果在清洗后直接蒸煮大闸蟹，由于大闸蟹还处于存活状态，高

温的环境会使大闸蟹剧烈挣扎，导致大闸蟹掉钳、断腿，蒸熟后，难以保持蟹体的完整性，出

成率低，会直接影响菜品的美观，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差，难以达到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0058] 对于以上问题，本发明在对大闸蟹蒸煮处理前采用灭活处理，目的在于保证蟹体

的完整性，提高产品的出成率，保证消费者的消费体验，通过蒸煮前的灭活处理，避免了因

蒸煮所致的掉钳、断腿现象，保证了蟹体的完整度，由此满足消费者对菜品外观、品质的需

求。

[0059] 步骤五：蒸煮。

[0060] 将沥水后的大闸蟹置于链试蒸煮机内进行蒸煮，控制蒸汽温度为110～120℃，蒸

制时间为10～20分钟。

[0061] 步骤六：制备冷却浸汁。

[0062] 用纯净水调制冷却浸汁，该冷却浸汁是浓度为6～12％调味粉的水溶液。将调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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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却浸汁加入链式低温浸泡池中，用冷却压缩机降温，使冷却浸汁的温度保持在‑2～10

℃。

[0063] 步骤七：低温浸泡。

[0064] 链式低温浸泡池中冷却浸汁的温度为‑2～10℃，浸泡时间25～45分钟，使大闸蟹

浸泡入味，浸泡入味后沥水。

[0065] 本发明中，通过低温浸泡，使降温和入味同时进行，大闸蟹熟制后快速降温，保证

产品脆嫩，更容易入味，并且蟹肉水分保证更好，更好地保证产品口感和出成率，同时，也增

加了大闸蟹的风味。

[0066] 步骤八：称量、摆盘。

[0067] 将沥水后的大闸蟹称量摆盘，以500～510g或3～6只作为一盘。包装时，可以每盘

作为一盒包装。

[0068] 步骤九：制备调味汁。

[0069] 调味汁的组分及重量比为：水1千克，麻辣底料1～1.2千克，调味粉240～260克，酱

油280～320克，白砂糖150～180克，在调味步骤中，对于500～510克的大闸蟹，调味汁的用

量为50～200克。

[0070] 调味汁的制备方法为：根据其配比，按所需称取原料，将原料置于夹层锅中，煮沸

后继续煮制5～10分钟，再用冷却器将其快速降至室温，得到调味汁。

[0071] 步骤十：调味油制备。

[0072] 调味油的组分及重量比为：麻辣红油1千克，香辣油20～50克，花椒油15～20克，在

调味步骤中，对于500～510克的大闸蟹，调味油的用量为20～100克。

[0073] 步骤十一：调味。

[0074] 按照配比向大闸蟹添加调味汁、调味油，对大闸蟹进行调味。

[0075] 步骤十二：速冻。

[0076] 通过液氮速冻机对调味处理后的大闸蟹进行速冻，速冻的温度为‑80～‑105℃，时

间为15～25分钟，使大闸蟹的热中心温度在‑22℃以下。

[0077] 步骤十三：包冰衣。

[0078] 将速冻后的大闸蟹放入0℃的调味液中，包裹上一层冰衣，调味液的溶剂为水，溶

质的组分和浓度为：食用盐1％～1.5％；糖1％～1.5％的糖；味精0.5％～1％；将大闸蟹浸

泡10秒，即可完成包冰衣。冰衣可防止在冷冻期间大闸蟹产品的氧化和冷冻干耗，从而延长

产品的最佳食用期。

[0079] 步骤十四：真空包装。

[0080] 将大闸蟹分盒盛装，并采用真空包装机对其包装，控制真空度为‑0 .06～‑

0.08Mpa，在此条件下进行包装封口。

[0081] 步骤十五：装箱。

[0082] 将真空包装好的大闸蟹每10盒装一箱，装箱后送入‑18℃的冷库贮存。

[0083] 本发明，采用清洗液浸泡大闸蟹，可使大闸蟹吐出肠腺中污物，同时可以将大闸蟹

体表的污垢清洗干净，省去了刷洗大闸蟹的工序；

[0084] 加工中，采用灭活处理，保证了加工过程中蟹体的完整性，蒸煮后采用低温浸泡、

调味汁和调味油入味，有效解决了调味大闸蟹不入味的问题。采用液氮速冻技术有效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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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冷冻时对蟹肉纤维保存的完整性，可获得肉质鲜嫩的调味大闸蟹产品，冻结时间较传

统冷冻工艺更快，在冷冻储存过程中，微生物基本不繁殖，可以有效保持产品的营养及风

味，使产品在货架期内一直保持嫩滑的口感，从而实现全国配送。由此提升了工厂的生产效

率。本发明，可实现机械化、标准化的工业化生产。

[0085] 对用实施例的加工方法所得的大闸蟹预制品进行测试，最终的产品得率可达95％

以上，冷冻储存12个月无明显品质变化，将冷冻调味的大闸蟹复热和新鲜的大闸蟹采用相

同方式烹饪，经专业感官鉴评后，两者外观、风味等几乎无差别。由此可见，该大闸蟹预制品

可作为鲜活大闸蟹的代用品。

[0086] 结合以上说明，本发明方法与现有工艺(中国发明专利CN107232531A)相比有如下

优点：

[0087] (1)清洗液的组成成分少，配制简便，无任何毒副作用，溶质含量低，进一步降低了

残留物副作用的影响，且大闸蟹的吐污效果更好。

[0088] (2)多次调味，入味效果好，通过冷却浸汁、调味汁和调味油分次对大闸蟹调味，并

控制调味的入味条件，通过低温的冷却浸汁具有更好的入味效果，采用调味汁和调味油进

行调味，可获得独特的风味。

[0089] (3)调味液包冰衣，冰衣可防止在冷冻期间大闸蟹产品的氧化和冷冻干耗，可有效

延长产品的最佳食用期，保证产品的口感，且更利于入味，并且蟹肉水分保存更好，更好地

保证产品口感和出成率。

[0090] (4)先速冻再包装，冻结时间较传统冷冻工艺更快，大闸蟹的肌肉纤维完整性更

好，更高效的保证了产品的口感，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

[0091] (5)保质期长，可以长时间保持鲜嫩的风味及口感，有效降低营养成分的损失，可

支持餐饮连锁企业的快速扩张。

[0092] 由此可见，本发明提供方法获得的大闸蟹产品可作为鲜活大闸蟹的代用品。可满

足消费者对大闸蟹产品美味、方便、安全的需求，市场前景广阔。

[0093] 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任何人应该得知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做出的

结构变化，凡是与本发明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方案，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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