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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卤肉调理包及其制作工

艺。该卤肉包括五花肉69-72份；干葱14-15份；干

香菇1.3-1 .6份；老抽0.9-1份；冰糖1.3-1 .4份；

十三香0.08-0.1份；味精0.6-0.65份；酱油8-8.5

份；酒0.5-0.8份；盐0.4-0.6份；生粉1-1.1份；油

0.9-1 .2份；八角0.4-0.7份；桂皮0.2-0.3份；花

椒0.4-0.6份；冰糖0.9-1.05份；水50-52份。该卤

肉具有浓郁且融合于一体的肉香与汤汁香味，每

一颗卤肉均具有饱满的汤汁和富有嚼劲的口感。

而本发明中的制作工艺，具有操作简单，且可使

获得的卤肉具有浓郁的香味和较好的嚼劲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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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卤肉调理包，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五花肉69-72份；

干葱14-15份；

干香菇1.3-1.6份；

老抽0.9-1份；

冰糖1.3-1.4份；

十三香0.08-0.1份；

味精0.6-0.65份；

酱油8-8.5份；

酒0.5-0.8份；

盐0.4-0.6份；

生粉1-1.1份；

油0.9-1.2份；

八角0.4-0.7份；

桂皮0.2-0.3份；

花椒0.4-0.6份；

冰糖0.9-1.05份；

水50-52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卤肉调理包，其特征在于，所述油为猪油。

3.权利要求1-2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卤肉调理包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步骤一，将干香菇用重量份数为10-12份的水充分浸没并浸泡，获得香菇和香菇水，将

香菇水过滤杂质；

将八角、花椒、桂皮、重量份数为0.3-0.4份的冰糖、重量份数为20-25份的水充分混合，

煲出香料水；

将生粉与水以重量份数比为2:1进行充分混合，形成生粉混合物；

步骤二，将五花肉用水浸泡20-40min，焯水沥干；

步骤三，将干葱清理干净，沥干，切碎，油炸至金黄色，获得油炸后的干葱；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获得的干葱、十三香、酱油、酒、老抽、步骤一中获得的香菇和香菇

水、步骤一中获得的香料水、剩余的冰糖和剩余的水一同烧开，再按照重量份数，加入焯水

沥干后的五花肉，充分混合，烧煮40-60min，停止烧煮，浸泡30-40min；

步骤五，将五花肉捞出，向汤汁中加入盐、味精，混合均匀，加入步骤一中获得的生粉混

合物进行勾芡，再加入五花肉，混合均匀；

步骤六，真空包装，获得卤肉调理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卤肉调理包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浸

泡干香菇用的水的温度为25-30℃，浸泡的时间为11-14hr。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卤肉调理包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煲

香料水时，采用的火温为40-60℃，煲5-6hr。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卤肉调理包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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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肉的尺寸为（1-1.2）cm×（1-1.2）cm。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卤肉调理包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浸

泡五花肉采用的水的温度为45-50℃。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卤肉调理包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烧

煮依次包括大火烧煮、第一小火烧煮、第二小火烧煮。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卤肉调理包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火烧煮的火

温为180-260℃，大火烧煮的时间为3-5min；第一小火烧煮的火温为60-80℃，第一小火烧煮

的时间为35-50min；第二小火烧煮的火温为90-100℃，第二小火烧煮的时间为2-5min。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卤肉调理包的制作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中，将

五花肉捞出时，将八角、桂皮、花椒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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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卤肉调理包及其制作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肉质打卤食品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卤肉调理包及其制

作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因此，速食也在不断融入到

生活中，如速冻馒头、速冻熟食等。

[0003] 申请公布号为CN109170610A、申请公布日为2019年01月11日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

种冷卤肉制品熟化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0℃恒温漂洗：将切好的新鲜肉类在盛装有冰水混合物的不锈钢漂洗槽内漂洗

10～30分钟；

步骤二，冷液腌制：将漂洗后的肉类放入加有腌制香料的瓦缸内腌制6～8小时，所述瓦

缸处于0℃的恒温腌制室内；

步骤三，卤煮：将腌制后的肉类在夹层锅中与卤制汤汁卤煮10～20分钟；

步骤四，冷浸：将卤煮后的肉类倒入冷浸锅内与冷浸汤汁进行冷浸，冷浸时间4～5小

时，所述冷浸锅处于4℃的恒温冷藏室内；

步骤五，冷沥：冷浸后的肉类通过食品级不锈钢摊凉车沥干、摊凉，所述食品级不锈钢

摊凉车处于4℃的恒温冷藏室内。

[0004] 现有技术中，采用0℃恒温漂洗-冷液腌制-卤煮-冷浸-冷沥的操作过程，实现了对

卤肉的标准化生产。然而，由于采用冷液腌制，冷液的温度较低而分子热运动不够剧烈，导

致腌制的效果不够明显；在卤煮后，采用冷浸的方式，由于分子热运动不够明显的原因，及

时冷浸的时间长达4-5小时，也容易导致冷浸汤汁中的味道难以充分渗入卤煮后的肉类中。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卤肉调理包，其具

有浓郁且融合于一体的肉香与汤汁香味，每一颗卤肉均具有饱满的汤汁和富有嚼劲的口

感。

[0006]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卤肉调理包的制作工艺，工艺简单，且可使获

得的卤肉具有浓郁的香味和较好的嚼劲。

[0007] 为实现上述第一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卤肉调理包，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五花肉69-72份；

干葱14-15份；

干香菇1.3-1.6份；

老抽0.9-1份；

冰糖1.3-1.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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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香0.08-0.1份；

味精0.6-0.65份；

酱油8-8.5份；

酒0.5-0.8份；

盐0.4-0.6份；

生粉1-1.1份；

油0.9-1.2份；

八角0.4-0.7份；

桂皮0.2-0.3份；

花椒0.4-0.6份；

冰糖0.9-1.05份；

水50-52份。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中所采用的肉类为五花肉，有肥有瘦，肥肉部分绵

软细腻但较油腻，也瘦肉部分口感较柴但有嚼劲，肥瘦交加，口感更佳且不腻。

[0009] 干葱具有特殊的香味，且其香味比普通的小葱的香味更加浓郁；干香菇中富含多

种氨基酸、蛋白质，可增加卤肉的鲜味。

[0010] 少量的酒可用于去除五花肉上的腥味，增加卤肉的香味；八角、桂皮、花椒均自带

有浓郁的香味，相互配合，可增加卤肉的香味且使卤肉更具风味。冰糖的添加，不仅可以增

加五花肉的色泽，还有助于使获得的卤肉具有回甘。

[0011] 在上述重量份数范围内的老抽、冰糖、十三香、味精、酱油(可选用金兰酱油)、盐的

相互配合下，再加上生粉的勾芡作用，本发明中的卤肉具有浓郁的香味和鲜味，汤汁虽然较

为粘稠，但较易附着于肉的表面，且具有流体感的汤汁更易使其中的味道进入到五花肉中，

使每颗卤肉具有饱满的汤汁和富有嚼劲的口感。

[0012]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油为猪油。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猪油为动物油脂，具有比植物油更为浓郁的香味，和五花

肉均出于猪身上，两者相互配合，香味的融合效果更佳。

[0014] 为实现上述第二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卤肉调理包的制作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将干香菇用重量份数为10-12份的水充分浸没并浸泡，获得香菇和香菇水，将

香菇水过滤杂质；

将八角、花椒、桂皮、重量份数为0.3-0.4份的冰糖、重量份数为20-25份的水充分混合，

煲出香料水；

将生粉与水以重量份数比为2∶1进行充分混合，形成生粉混合物；

步骤二，将五花肉用水浸泡20-40min，焯水沥干；

步骤三，将干葱清理干净，沥干，切碎，油炸至金黄色，获得油炸后的干葱；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获得的干葱、十三香、酱油、酒、老抽、步骤一中获得的香菇和香菇

水、步骤一中获得的香料水、剩余的冰糖和剩余的水一同烧开，再按照重量份数，加入焯水

沥干后的五花肉，充分混合，烧煮40-60min，停止烧煮，浸泡30-40min；

步骤五，将五花肉捞出，向汤汁中加入盐、味精，混合均匀，加入步骤一中获得的生粉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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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进行勾芡，再加入五花肉，混合均匀；

步骤六，真空包装，获得卤肉调理包。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步骤一中，将香菇浸泡后，残留的少量泥沙落入水中，使

香菇更为洁净。与此同时，在浸泡过程中，香菇中的营养成分溶于水中，因此，浸泡过香菇的

花菇水中含有较多的营养物质，经过滤将少量的泥沙去除后，香菇水可与鸡骨汤一起进行

烧煮，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香味。

[0016] 在煲制时，八角、花椒、桂皮中的成分逐渐溶出，将部分冰糖与八角、花椒、桂皮进

行煲制，是为了中和煲制出的香料水的口感，不易使其出现发涩的味道。

[0017] 生粉与水在该比例下较易充分混合，且形成的生粉混合物的量较为适中，在勾芡

时更好控制勾芡所花费的时间。

[0018] 步骤二中，五花肉经过水浸泡，其中的血水较易流出，且焯水不仅能将五花肉焯

熟，去掉五花肉中残留的血水，还可使其表面变得紧实而内部较为松软。

[0019] 步骤三中，干葱经油炸至金黄色后，可散发出比干葱新鲜时更加浓郁的香味。在步

骤四中，将油炸后的干葱、十三香、酱油、酒、老抽、由干香菇泡发后的香菇和香菇水、香料水

进行烧煮，有利于各种香味的充分混合，在此期间加入冰糖，可使焯水后的五花肉加入后具

有微甜的口感。经过40-60min的烧煮后，五花肉的口感变得松软和富有嚼劲，且汤汁中的味

道和香味较为充分进入到五花肉中，使五花肉具有与汤汁一样的口味。停止烧煮后，再浸泡

30-40min，通过余热使汤汁中的味道更为充分地进入到五花肉中。

[0020] 步骤五中，先将五花肉捞出再进行勾芡，可使最后获得的汤汁具有均匀且粘稠的

质地，再加入五花肉进行混合，可使五花肉的表面被汤汁均匀包覆，口味更佳。

[0021]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步骤一中，浸泡干香菇用的水的温度为25-30℃，浸泡的时间

为11-14hr。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该水温范围内进行上述时间范围的浸泡，可使干香菇

得到充分泡发。

[0023]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步骤一中，煲香料水时，采用的火温为40-60℃，煲5-6hr。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较低的火温进行煲香料水，不仅可使八角、花椒中的

成分充分溶出，还可使水不易过多地蒸发。

[0025]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步骤二中，五花肉的尺寸为(1-1.2)cm×(1-1.2)cm。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该尺寸范围内的五花肉大小合适，无论是在腌制过程中，

还是在煎炸过程中，或者在炖煮的过程中，均有利于入味，并且快速熟透和锁住味道和水

分，使五花肉的口感较为松嫩。

[0027]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步骤二中，浸泡五花肉采用的水的温度为45-50℃。

[002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水温在45-50℃时，可促进五花肉中的血水溶到水中。

[0029]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步骤四中，烧煮依次包括大火烧煮、第一小火烧煮、第二小火

烧煮。

[003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经过大火烧煮、第一小火烧煮、第二小火烧煮的配合，更

有利于使获得的卤肉具有松软且有嚼劲的口感。

[0031]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大火烧煮的火温为180-260℃，大火烧煮的时间为3-5min；第

一小火烧煮的火温为60-80℃，第一小火烧煮的时间为35-50min；第二小火烧煮的火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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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00℃，第二小火烧煮的时间为2-5min。

[003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先采用180-260℃的火温进行烧煮，五花肉的肉质变得紧

实。与此同时，高温的烧煮可加快溶于汤汁中的营养物质进行分子运动，便于渗入五花肉的

表层。而由于大火烧煮时间不宜过长，否则五花肉的肉质过于紧实，不利于汤汁中的成分进

一步渗入五花肉的内部。

[0033] 经过大火烧煮后，采用60-80℃的火温进行35-50min的烧煮，在此过程中，可使五

花肉中的油脂部分能较为充分地融入到汤汁中，并且使五花肉的肉质变得较为松软，因此，

浓汤中的五花肉味道更为浓郁；与此同时，汤汁中所包含的成分也会随着不断的烧煮而逐

渐进入到五花肉内部，使五花肉充分吸收汤汁，进而使五花肉不仅原汁原味保留肉的香味，

还有利于使其具有均匀饱满的口感。

[0034] 最终，采用90-100℃的火温进行最后2-5min的烧煮，主要目的在于收汤汁，使汤汁

变得更为浓稠，最终获得的汤汁大约为37-38份。

[0035]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步骤五中，将五花肉捞出时，将八角、桂皮、花椒去除。

[003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可减少八角、桂皮、花椒对勾芡的均匀性造成的不良影

响，且最终包装时，可使包装更为均匀。

[0037]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第一、本发明中采用的材料经过严格选择，汤汁细腻且能卤肉调理包，其具有浓郁且融

合于一体的肉香与汤汁香味，每一颗卤肉均具有饱满的汤汁和富有嚼劲的口感。

[0038] 第二、本发明中不放入任何添加剂，不易伤害食用者身体。

[0039] 第三、本发明中所采用的制作工艺，不仅操作步骤简单，且可使获得的卤肉具有浓

郁的香味和较好的嚼劲。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1] 实施例1：一种卤肉调理包，700份中所包括的原料及其相应的质量如表1所示，且

通过如下步骤制备获得：

步骤一，将干香菇用重量为10kg、温度为30℃的水充分浸没并浸泡11hr，获得香菇和香

菇水，将香菇水过滤杂质；

将八角、花椒、桂皮、重量为0.3kg的冰糖、重量为20kg的水充分混合，在火温为40℃的

状态下煲6hr，煲出香料水；

将生粉与水以重量比为2∶1进行充分混合，形成生粉混合物；

步骤二，将尺寸为1.2cm×1.2cm的五花肉用温度为50℃的水浸泡20min，焯水沥干；

步骤三，将干葱清理干净，沥干，切碎，油炸至金黄色，获得油炸后的干葱；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获得的干葱、十三香、酱油、酒、老抽、步骤一中获得的香菇和香菇

水、步骤一中获得的香料水、剩余的冰糖和剩余的水一同烧开，再按照所需的重量，加入焯

水沥干后的五花肉，充分混合，烧煮40-60min，依次经过大火烧煮、第一小火烧煮、第二小火

烧煮，其中，大火烧煮的火温为180℃，大火烧煮的时间为3min；第一小火烧煮的火温为60

℃，第一小火烧煮的时间为35min；第二小火烧煮的火温为90℃，第二小火烧煮的时间为

2min；停止烧煮，浸泡4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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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将五花肉捞出，将八角、桂皮、花椒去除，向汤汁中加入盐、味精，混合均匀，加

入步骤一中获得的生粉混合物进行勾芡，再加入五花肉，混合均匀；

步骤六，真空包装，获得卤肉调理包。

表1实施例1-5(700份)中所包括的原料及其相应的质量(kg)

[0042] 实施例2-5：一种卤肉调理包，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包括的原料及其相应的质

量如表1所示。

[0043] 实施例6：一种卤肉调理包，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制作过程的步骤一中，将干

香菇用重量为12kg、温度为25℃的水充分浸没并浸泡14hr，获得香菇和香菇水。

[0044] 实施例7：一种卤肉调理包，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制作过程的步骤一中，将八

角、花椒、桂皮、重量为0.35kg的冰糖、重量为23kg的水充分混合，在火温为50℃的状态下煲

6hr，煲出香料水。

[0045] 实施例8：一种卤肉调理包，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制作过程的步骤一中，将八

角、花椒、桂皮、重量为0.4kg的冰糖、重量为25kg的水充分混合，在火温为60℃的状态下煲

5hr，煲出香料水。

[0046] 实施例9：一种卤肉调理包，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制作过程的步骤二中，五花

肉的尺寸为1cm×1cm，且用温度为47℃的水浸泡30min。

[0047] 实施例10：一种卤肉调理包，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制作过程的步骤二中，五花

肉的尺寸为1cm×1cm，且用温度为45℃的水浸泡40min。

[0048] 实施例11：一种卤肉调理包，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制作过程的步骤四中，烧煮

依次分为大火烧煮、第一次小火烧煮、第二次小火烧煮，大火烧煮时的火温为230℃，大火烧

煮的时间为4min；第一次小火烧煮时的火温为70℃，第一次小火烧煮的时间为43min；第二

次小火烧煮时的火温为95℃，第二次小火烧煮的时间为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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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实施例12：一种卤肉调理包，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制作过程的步骤四中，烧煮

依次分为大火烧煮、第一次小火烧煮、第二次小火烧煮，大火烧煮时的火温为260℃，大火烧

煮的时间为5min；第一次小火烧煮时的火温为80℃，第一次小火烧煮的时间为50min；第二

次小火烧煮时的火温为100℃，第二次小火烧煮的时间为5min。

[0050] 实施例13：一种卤肉调理包，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制作过程的步骤四中，停止

烧煮，浸泡35min。

[0051] 实施例14：一种卤肉调理包，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在制作过程的步骤四中，停止

烧煮，浸泡30min。

[0052] 对比例1：一种卤肉，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采用申请公布号为CN109170610A、申

请公布日为2019年01月11日的中国专利的工艺：

步骤一，0℃恒温漂洗：将切好的新鲜肉类在盛装有冰水混合物的不锈钢漂洗槽内漂洗

30分钟；

步骤二，冷液腌制：将漂洗后的肉类放入加有腌制香料的瓦缸内腌制8小时，所述瓦缸

处于0℃的恒温腌制室内；

步骤三，卤煮：将腌制后的肉类在夹层锅中与卤制汤汁卤煮20分钟；

步骤四，冷浸：将卤煮后的肉类倒入冷浸锅内与冷浸汤汁进行冷浸，冷浸时间5小时，所

述冷浸锅处于4℃的恒温冷藏室内；

步骤五，冷沥：冷浸后的肉类通过食品级不锈钢摊凉车沥干、摊凉，所述食品级不锈钢

摊凉车处于4℃的恒温冷藏室内。

[0053] 试验一：微生物检测试验

试验样品：选取实施例1-14作为试验样1-14。

[0054] 试验方法：根据GB4789 .3-2016分别对试验样1-14进行大肠杆菌的检测；根据

GB4789.4-2016分别对试验样1-14进行沙门氏菌的检测；根据GB  4789.10-2016分别对试验

样1-14进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测；根据GB  4789.12-2016分别对试验样1-14进行肉毒梭

菌的检测。

[0055] 试验结果：试验样1-14的微生物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表2试验样1-14的微生物检测结果

试验样品 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肉毒梭菌

试验样1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试验样2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试验样3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试验样4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试验样5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试验样6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试验样7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试验样8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试验样9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试验样1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试验样11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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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样12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试验样13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试验样14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0056] 由表2可知，进行检测的试验样1-14的微生物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标准，为合格产

品，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0057] 试验二：感官试验

试验样品：选取实施例1-14作为试验样1-14，选取对比例1作为对照样1。

[0058] 试验方法：分别对试验样1-14、对照样1进行色泽、香味、味道、口感方面进行判断。

[0059] 试验结果：试验样1-14、对照样1的感官试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试验样1-14、对照样1的感官试验结果

[0060] 由表3可知，试验样1-14的色泽、香味、味道、口感均分别优于对照样1的色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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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味道、口感。

[0061] 对照样1中，由于卤肉采用0℃恒温漂洗-冷液腌制-卤煮-冷浸-冷沥的操作过程，

不易使汤汁中的味道、香味进入到肉中，从而造成了最终获得的卤肉的颜色较浅，以及对照

样1中的汤汁鲜美但卤肉的香味和味道较淡的现象。

[0062] 因此，只有采用合理的制作方式搭配合理的原料及原料的用量，才能获得味道鲜

美且肉质松软、有嚼劲的卤肉。

[0063]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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