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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卤肉制品的加工工艺，包括

以下步骤：1)按质量份数计将冰糖10‑12份、十三

香0.8‑1.2份、酱油12‑15份、味精2‑3份、盐20‑25

份、油15‑20份、白酒3‑4份、八角2‑3.5份、桂皮4‑

5份、花椒2‑3份、辣椒5‑8份和水1000份熬制成卤

水；2)将鲜肉切成块状结构的肉块后，用水浸泡

10‑15min，焯水沥干；3)将步骤1)中的卤水加热

至100℃后，将步骤2)中的肉块放入卤水中卤煮

35‑55min，捞出得到卤肉制品。本发明实现对卤

肉制品的标准化生产；采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卤

肉制品，在色泽、香味、味道和口感方面都有显著

的提升，且加工时间短、效率高，食用安全性高，

能够有效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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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卤肉制品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按质量份数计将冰糖10‑12份、十三香0.8‑1.2份、酱油12‑15份、味精2‑3份、盐20‑25

份、油15‑20份、白酒3‑4份、八角2‑3.5份、桂皮4‑5份、花椒2‑3份、辣椒5‑8份和水1000份熬

制成卤水；

2)将鲜肉切成块状结构的肉块后，用水浸泡10‑15min，焯水沥干；

3)将步骤1)中的卤水加热至100℃后，将步骤2)中的肉块放入卤水中卤煮35‑55min，捞

出得到卤肉制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鲜肉为鲜猪肉、鲜牛肉、鲜

鸭肉、鲜鹅肉、鲜鸡肉、鲜狗肉和鲜兔肉中的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鲜肉为鲜猪肉、鲜鸭肉、鲜

鹅肉、鲜鸡肉、鲜狗肉和鲜兔肉中的一种时，步骤3)中的卤煮时间为35‑45min。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鲜肉为鲜牛肉时，步骤3)

中的卤煮时间为45‑55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肉块的重量为250‑350g。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用水浸泡肉块之前，在肉块

上扎刺出多个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浸泡肉块的水的温度为42‑

48℃。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油为葱姜油。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葱姜油的制作方法为：按质量份

数计将1份葱末、0.8份姜末放入2份猪油中炒至金黄色，出香味后，去除葱姜末，即得葱姜

油。

10.一种由权利要求1‑9中任一加工工艺制得的卤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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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卤肉制品及其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卤肉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卤肉制品及其加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卤肉，又称之为卤菜，是将初步加工和焯水处理后的原料放在配好的卤汁中煮制

而成的菜肴。一般可分为红卤、黄卤、白卤三大类。川卤在全国最普遍，多以红卤为主，潮汕

地区卤肉最为出名，已走出国门。卤肉主要以香辛料和肉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卤制调味品

大多具有开胃健裨，消食化滞等功效。

[0003]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亟需一种既可实现对卤肉制品的标

准化生产，又能提高卤肉制品的品质的加工工艺。例如，中国专利申请CN109170610A公开了

“冷卤肉制品熟化工艺”，其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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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冷浸的时间长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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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工艺还存在加工时间较长、效率较低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卤肉制品及其加工工艺，既可

实现对卤肉制品的标准化生产，又能提高卤肉制品的品质，此外显著缩短加工时间，提高加

工效率。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卤肉制品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按质量份数计将冰糖10‑12份、十三香0.8‑1.2份、酱油12‑15份、味精2‑3份、盐

20‑25份、油15‑20份、白酒3‑4份、八角2‑3.5份、桂皮4‑5份、花椒2‑3份、辣椒5‑8份和水1000

份熬制成卤水；

[0008] 2)将鲜肉切成块状结构的肉块后，用水浸泡10‑15min，焯水沥干；

[0009] 3)将步骤1)中的卤水加热至100℃后，将步骤2)中的肉块放入卤水中卤煮35‑

55min，捞出得到卤肉制品。

[0010]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11] 进一步，步骤2)中，鲜肉为鲜猪肉、鲜牛肉、鲜鸭肉、鲜鹅肉、鲜鸡肉、鲜狗肉和鲜兔

肉中的一种。

[0012] 进一步，步骤2)中的鲜肉为鲜猪肉、鲜鸭肉、鲜鹅肉、鲜鸡肉、鲜狗肉和鲜兔肉中的

一种时，步骤3)中的卤煮时间为35‑45min。

[0013] 进一步，步骤2)中的鲜肉为鲜牛肉时，步骤3)中的卤煮时间为45‑55min。

[0014] 进一步，步骤2)中，肉块的重量为250‑350g。

[0015] 进一步，步骤2)中，用水浸泡肉块之前，在肉块上扎刺出多个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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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步骤2)中，浸泡肉块的水的温度为42‑48℃。

[0017] 进一步，步骤1)中，油为葱姜油。

[0018] 进一步，所述葱姜油的制作方法为：按质量份数计将1份葱末、0.8份姜末放入2份

猪油中炒至金黄色，出香味后，去除葱姜末，即得葱姜油。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由上述任一加工工艺制得的卤肉制品。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所述加工工艺的操作步骤简单，实现对卤肉制品的

标准化生产；采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卤肉制品，在色泽、香味、味道和口感方面都有显著的

提升，而且加工时间短、效率高，食用安全性高，能够有效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非用于限

定本发明的范围。

[0022] 本发明所设计的一种卤肉制品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23] 1)按质量份数计将冰糖10‑12份、十三香0.8‑1.2份、酱油12‑15份、味精2‑3份、盐

20‑25份、油15‑20份、白酒3‑4份、八角2‑3.5份、桂皮4‑5份、花椒2‑3份、辣椒5‑8份和水1000

份熬制成卤水；

[0024] 2)将鲜肉切成块状结构的肉块后，用水浸泡10‑15min，焯水沥干；焯水不仅能将肉

块焯熟，去掉肉块中残留的血水，还可使其表面变得紧实而内部较为松软；

[0025] 3)将步骤1)中的卤水加热至100℃后，将步骤2)中的肉块放入卤水中卤煮35‑

55min，捞出得到卤肉制品。通过卤煮，有利于各种香味的充分混合；控制时间为35‑55min，

确保卤肉制品的口感变得松软且有嚼劲的同时，卤水中的味道和香味进入到卤肉制品中，

使卤肉制品咸淡适中，味道鲜美，且香味浓郁。

[0026] 其中，冰糖不仅可以增加卤肉的色泽，还有助于使制得的卤肉具有回甘。适量的白

酒可以去除肉块上的腥味，增加卤肉的香味。八角、桂皮和花椒自带浓郁的香味，相互之间

配合，可增加卤肉的香味且使卤肉更具风味。

[0027] 优选的，步骤2)中，鲜肉为鲜猪肉、鲜牛肉、鲜鸭肉、鲜鹅肉、鲜鸡肉、鲜狗肉和鲜兔

肉中的一种。

[0028] 优选的，步骤2)中的鲜肉为鲜猪肉、鲜鸭肉、鲜鹅肉、鲜鸡肉、鲜狗肉和鲜兔肉中的

一种时，步骤3)中的卤煮时间为35‑45min，从而进一步提高卤肉制品的品质。

[0029] 优选的，步骤2)中的鲜肉为鲜牛肉时，步骤3)中的卤煮时间为45‑55min，从而进一

步提高卤肉制品的品质。

[0030] 优选的，步骤2)中，肉块的重量为250‑350g，从而有利于入味，提高卤制制品的品

质，同时缩短加工时间，提高加工效率。

[0031] 优选的，步骤2)中，用水浸泡肉块之前，在肉块上扎刺出多个孔，以便于肉块中的

血水流出，同时更易使卤水中的味道进入肉块中，进而缩短加工时间的同时，提升卤肉制品

的味道和口感。

[0032] 优选的，步骤2)中，浸泡肉块的水的温度为42‑48℃，以便于肉块中的血水溶到水

中。同时，本发明通过控制肉块的浸泡时间和水温，有效避免肉质酸变。

[0033] 优选的，步骤1)中，油为葱姜油。所述葱姜油的制作方法为：按质量份数计将1份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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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0.8份姜末放入2份猪油中炒至金黄色，出香味后，去除葱姜末，即得葱姜油。从而进一步

提高所述卤肉制品的香味、味道和口感。

[003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由上述任一加工工艺制得的卤肉制品。

[0035] 本发明所述加工工艺的操作步骤简单，实现对卤肉制品的标准化生产。

[0036] 实施例1

[0037] 本实施例所设计的一种卤肉制品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8] 1)按质量份数计将冰糖10份、十三香1.2份、酱油12份、味精3份、盐20份、油16份、

白酒3.3份、八角3份、桂皮5份、花椒2.3份、辣椒7份和水1000份熬制成卤水；

[0039] 2)将鲜猪肉切成块状结构且重量为250g的肉块，并在肉块上扎刺出多个孔后，用

温度为46℃的水浸泡10min，焯水沥干；

[0040] 3)将步骤1)中的卤水加热至100℃后，将步骤2)中的肉块放入卤水中卤煮35min，

捞出得到卤肉制品。

[0041] 步骤1)中，油为葱姜油。所述葱姜油的制作方法为：按质量份数计将1份葱末、0.8

份姜末放入2份猪油中炒至金黄色，出香味后，去除葱姜末，即得葱姜油。

[0042] 实施例2

[0043] 本实施例所设计的一种卤肉制品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按质量份数计将冰糖11.4份、十三香0.9份、酱油15份、味精2.8份、盐22份、油20

份、白酒3份、八角2份、桂皮4.3份、花椒3份、辣椒5份和水1000份熬制成卤水；

[0045] 2)将鲜兔肉切成块状结构且重量为280g的肉块，并在肉块上扎刺出多个孔后，用

温度为42℃的水浸泡14min，焯水沥干；

[0046] 3)将步骤1)中的卤水加热至100℃后，将步骤2)中的肉块放入卤水中卤煮40min，

捞出得到卤肉制品。

[0047] 步骤1)中，油为葱姜油。所述葱姜油的制作方法为：按质量份数计将1份葱末、0.8

份姜末放入2份猪油中炒至金黄色，出香味后，去除葱姜末，即得葱姜油。

[0048] 实施例3

[0049] 本实施例所设计的一种卤肉制品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50] 1)按质量份数计将冰糖10.7份、十三香0.8份、酱油13份、味精2.4份、盐23份、油15

份、白酒4份、八角2.5份、桂皮4份、花椒2份、辣椒6份和水1000份熬制成卤水；

[0051] 2)将鲜鸭肉切成块状结构且重量为350g的肉块，并在肉块上扎刺出多个孔后，用

温度为44℃的水浸泡15min，焯水沥干；

[0052] 3)将步骤1)中的卤水加热至100℃后，将步骤2)中的肉块放入卤水中卤煮45min，

捞出得到卤肉制品。

[0053] 步骤1)中，油为葱姜油。所述葱姜油的制作方法为：按质量份数计将1份葱末、0.8

份姜末放入2份猪油中炒至金黄色，出香味后，去除葱姜末，即得葱姜油。

[0054] 实施例4

[0055] 本实施例所设计的一种卤肉制品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56] 1)按质量份数计将冰糖12份、十三香1.0份、酱油14份、味精2份、盐25份、油18份、

白酒3.7份、八角3.5份、桂皮4.6份、花椒2.7份、辣椒8份和水1000份熬制成卤水；

[0057] 2)将鲜牛肉切成块状结构且重量为320g的肉块，并在肉块上扎刺出多个孔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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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为48℃的水浸泡12min，焯水沥干；

[0058] 3)将步骤1)中的卤水加热至100℃后，将步骤2)中的肉块放入卤水中卤煮55min，

捞出得到卤肉制品。

[0059] 步骤1)中，油为葱姜油。所述葱姜油的制作方法为：按质量份数计将1份葱末、0.8

份姜末放入2份猪油中炒至金黄色，出香味后，去除葱姜末，即得葱姜油。

[0060] 对比例1

[0061] 本对比例所设计的一种卤肉制品的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62] 1)按质量份数计将冰糖10份、十三香1.4份、酱油10份、味精1份、盐27份、油13份、

白酒2份、八角1.5份、桂皮3.5份、花椒2.3份、辣椒7份和水1000份熬制成卤水；

[0063] 2)将鲜猪肉切成块状结构且重量为250g的肉块，并在肉块上扎刺出多个孔后，用

温度为40℃的水浸泡8min，焯水沥干；

[0064] 3)将步骤1)中的卤水加热至100℃后，将步骤2)中的肉块放入卤水中卤煮80min，

捞出得到卤肉制品。

[0065] 步骤1)中，油为葱姜油。所述葱姜油的制作方法为：按质量份数计将0.5份葱末、

0.5份姜末放入2份猪油中炒至金黄色，出香味后，去除葱姜末，即得葱姜油。

[0066] 对比例2

[0067] 中国专利申请CN109170610A公开了“冷卤肉制品熟化工艺”，将其作为本发明的对

比例2。

[0068] 本对比例所设计的一种冷卤肉制品熟化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69] 步骤一，0℃恒温漂洗：将切好的新鲜牛肉在盛装有冰水混合物的不锈钢漂洗槽内

漂洗30分钟；

[0070] 步骤二，冷液腌制：将漂洗后的牛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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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1] 步骤三，卤煮：将腌制后的牛肉在夹层锅中与卤制汤汁卤煮20分钟；

[0072] 步骤四，冷浸：将卤煮后的牛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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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3] 步骤五，冷沥：冷浸后的牛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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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4]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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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0077] 上述实施例1‑4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比例1‑2为本发明的对比例。

[0078] 实验例

[0079] (1)分别对实施例1‑4中的卤肉制品进行微生物检测，检测结果见下表2。

[0080] 其中，检测方法为：根据GB4789.3‑2016进行大肠杆菌的检测；根据GB4789.4‑2016

进行沙门氏菌的检测：根据GB4789.10‑2016进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测；根据GB4789.12‑

2016进行肉毒梭菌的检测。

[0081] 表2

[0082] 项目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大肠杆菌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沙门氏菌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金黄色葡萄球菌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肉毒梭菌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0083] 由表2可知，实施例1‑4中卤肉制品的微生物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标准，为合格产

品。因此，采用本发明技术方案加工得到的卤肉制品为合格产品，安全性好，可以放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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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2)分别对实施例1‑4和对比例1‑2中的卤肉制品进行感官测试，测试结果见下表

4。

[0085] 其中，感官评分表见下表3。测试方法为：选取10人分别从色泽、香味、味道以及口

感四个方面进行评分，并计算得到最终的平均分和总分。

[0086] 表3

[0087]

[0088] 表4

[0089] 项目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对比例1 对比例2

色泽 8.8 9 9 9.4 8.2 4.2

香味 9.4 9 8.8 9 8.4 4

味道 9.4 9.4 9.2 9.6 5.2 3.8

口感 9.4 9.4 8.4 9.6 4.8 4.2

总分 37 36.8 35.4 37.6 27 16.2

[0090] 参见表3和表4，通过实施例1‑4和对比例1‑2的数据分析可知，实施例1在色泽方面

的技术效果是4组实施例中最差的，实施例3在香味、味道和口感方面的技术效果是4组实施

例中最差的。然而，通过对实施例1和3与对比例1‑2的测试数据对比可知，实施例1和3的技

术方案在色泽、香味、味道和口感方面的技术效果均明显优于对比例1‑2。因此，可以确定本

发明技术方案具有明显优于对比例1‑2的技术效果。采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卤肉制品，取得

了意想不到的技术效果：在色泽、香味、味道和口感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而且加工时间短、

效率高，食用安全性高，能够有效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此外，可以看出本发明

技术方案的各技术特征之间存在着协同效果。

[0091] 本发明中未对具体技术做出描述的均为现有技术。

[009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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