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023874.4

(22)申请日 2020.01.09

(71)申请人 安徽俊达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 237300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现代产业

园区金叶路以东、北三路以北区域

(72)发明人 张俊　

(74)专利代理机构 六安百川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4137

代理人 吴强

(51)Int.Cl.

A23G 9/42(2006.01)

A23G 9/40(2006.01)

A23G 9/32(2006.01)

A23G 9/36(2006.01)

A23G 9/3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生姜味雪糕及其制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姜味雪糕的制作方法，

其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组分组成：面粉4-6份、全

脂奶粉1-3份、鸡蛋清2-4份、白砂糖0.4-0.6份、

牛奶3-5份和生姜0.6-0.8份，其制作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溶解膨化剂、明胶和白砂糖并加入纯净

水充分溶解，得到胶体溶液；将生姜研磨成粉末

状；将面粉、全脂奶粉和鸡蛋清搅拌混合后，加入

牛奶后再搅拌混合得到混合液；将混合液和粉末

状生姜以及胶体溶液混合；熬煮；保温、灌模和冷

冻结实；本发明采用新配方制作的雪糕口感良

好，能够长时间保持均匀稳定的凝固状态；通过

向其中加入一定量的生姜成分，由于生姜性温，

具有刺激唾液、胃液和消化液的分泌，增加胃肠

蠕动的功效，缓解雪糕的寒性对人体的伤害和影

响，且改善了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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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姜味雪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姜味雪糕由以下重量份数的成分制成：面粉4-

6份、全脂奶粉1-3份、鸡蛋清2-4份、白砂糖0.4-0.6份、牛奶3-5份和生姜0.6-0.8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姜味雪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姜味雪糕还包括重量份

数为0.1-0.3份的膨化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生姜味雪糕，其特征在于，所述膨化剂为发酵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姜味雪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姜味雪糕还包括重量份

数为0.01-0.03份的食用香精。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姜味雪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姜味雪糕还包括重量份

数为0.01-0.03份的明胶。

6.一种生姜味雪糕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取所述膨化剂、明胶和白砂糖，加入纯净水充分溶解，得到胶体溶液；

b.将生姜研磨成粉末状并保留其研磨出的姜汁；

c.将面粉、全脂奶粉和鸡蛋清搅拌混合后，加入牛奶后再搅拌混合得到混合液；

d.将步骤a中的胶体溶液、步骤b中的粉末状生姜和姜汁以及步骤c中的混合液混合在

一起，再放入锅炉中进行熬煮；

e.对步骤d中熬煮后的液体进行保温、灌模和冷冻结实，得到生姜味雪糕。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生姜味雪糕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中胶体溶

液、粉末状生姜和姜汁、混合液的比例为5:1:3。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生姜味雪糕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中熬煮的

时间为40min-1h。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生姜味雪糕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e中保温的

时间为2h。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生姜味雪糕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e中灌模和

冷冻结实之前需等待熬煮的液体自然冷却到常温,e中冷冻的温度为零下20℃至零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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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姜味雪糕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加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生姜味雪糕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雪糕是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冷冻食品。其通常采用乳或乳制品、蛋或蛋制品为主

要原料经过冷冻加工制成。其中可以添加各种成分，如谷物，水果浆料、各种甜味剂、香精

等，能够形成各种风味和口感的食品。

[0003] 冷冻饮品行业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目前市场上供应的冷冻饮品种类繁多。为

迎合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各商家都致力于在冷冻饮品包装、结构、风味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点和创新元素，而在冷冻饮品的口感上和实质组成成分上没有太多的创新。以雪糕为例，目

前市场上的雪糕主要是以饮用水、乳制品、食糖、食用油脂为主要原料，添加适量增稠剂、香

料或豆类、果品等制成，大多数雪糕除了原料比例、所用香精、色素等添加剂不同外，几乎没

有显著的差异，在风味创新上大多限于奶味、水果味、巧克力味及复合风味等，很少能把创

新再次深化。目前的冷冻饮品大多口味较单调，且营养价值不高，已无法迎合目前消费者对

饮食口味和营养健康所提出的越来越高的要求。

[0004]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激烈以及消费者对饮食口味、营养健康等越来越多的要求，

需要为冷饮市场寻找新的创新元素，提高冷冻饮品的附加价值。相关研究人员开始尝试将

天然功能性食品原料添加到冷冻饮品中，以开发天然绿色保健型冷冻饮品。生姜味辛性温，

长于发散风寒、化痰止咳，又能温中止呕、解毒；牛奶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是天然的营养因

子，具有补肺养脾、镇静安神的功效，而且含有的活性钙是人们最好的钙源之一。雪糕是传

统的降温解暑的食品，口感冰凉，味道香甜，一直备受人们青睐。生姜中的生姜蛋白酶与牛

奶中蛋白胶束在一定温度范围内产生凝集，姜味浓郁而不辛辣，性温，具有祛寒行血，养颜

美容，止咳安眠之功效。将生姜应用于冷冻饮品行业制成雪糕，必定会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发明内容

[0005]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生姜味雪糕及其制作方法，制

作方法的步骤简单且易操作，制作出的生姜味雪糕口感良好，通过向其中加入一定量的生

姜成分，由于生姜性温，可对雪糕的寒性起到攻克作用，缓解雪糕的寒性对人体的伤害和影

响，且改善了口味。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生姜味雪糕，所述生姜味雪糕由以下重量份数的成分制成：面粉4-6份、全脂

奶粉1-3份、鸡蛋清2-4份、白砂糖0.4-0.6份、牛奶3-5份和生姜0.6-0.8份。

[0008] 所述生姜味雪糕还包括重量份数为0.1-0.3份的膨化剂。

[0009] 所述膨化剂为发酵粉。

[0010] 所述生姜味雪糕还包括重量份数为0.01-0.03份的食用香精。

[0011] 所述生姜味雪糕还包括重量份数为0.01-0.03份的明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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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一种生姜味雪糕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3] a.取所述膨化剂、明胶和白砂糖，加入纯净水充分溶解，得到胶体溶液；

[0014] b.将生姜研磨成粉末状并保留其研磨出的姜汁；

[0015] c.将面粉、全脂奶粉和鸡蛋清搅拌混合后，加入牛奶后再搅拌混合得到混合液；d.

取步骤a中的胶体溶液、步骤b中的粉末状生姜和姜汁以及步骤c中的混合液混合在一起，再

放入锅炉中进行熬煮；

[0016] e.对步骤d中熬煮后的液体进行保温、灌模和冷冻结实，得到生姜味雪糕。

[0017] 所述步骤d中胶体溶液、粉末状生姜和姜汁、混合液的比例为5:1:3。

[0018] 所述步骤d中熬煮的时间为40min-1h。

[0019] 所述步骤e中保温的时间为2h。

[0020] 所述步骤e中灌模和冷冻结实之前需等待熬煮的液体自然冷却到常温。

[0021] 所述步骤e中冷冻的温度为零下20℃至零下18℃。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3] 1、本发明所述的生姜味雪糕，通过采用面粉、全脂奶粉、鸡蛋清、白砂糖、牛奶和生

姜进行适当的重量配比，制备的得到的生姜味雪糕，口感良好，能够长时间保持均匀稳定的

凝固状态；通过向其中加入一定量的生姜成分，由于生姜性温，具有刺激唾液、胃液和消化

液的分泌，增加胃肠蠕动的功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对雪糕的寒性起到攻克作用，缓解雪

糕的寒性对人体的伤害和影响，且改善了口味。

[0024] 2、本发明所述的生姜味雪糕的制作方法，通过利用适当比例的面粉、全脂奶粉、鸡

蛋清、白砂糖、牛奶和生姜，制作出口感良好且具有一定保健功效的生姜味雪糕，方法的步

骤简单，在熬煮和保温的过程中，使生姜味雪糕中富含的鸡蛋清、全脂奶粉和生姜等成分中

的营养成分充分发挥出来，有利于提高生姜味雪糕的产品品质。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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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

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0027] 一种生姜味雪糕，所述生姜味雪糕由以下重量份数的成分制成：面粉4-6份、全脂

奶粉1-3份、鸡蛋清2-4份、白砂糖0.4-0.6份、牛奶3-5份和生姜0.6-0.8份。

[0028] 所述生姜味雪糕还包括重量份数为0.1-0.3份的膨化剂。

[0029] 所述膨化剂为发酵粉。

[0030] 所述生姜味雪糕还包括重量份数为0.01-0.03份的食用香精。

[0031] 所述生姜味雪糕还包括重量份数为0.01-0.03份的明胶。

[0032] 如图1所示，一种生姜味雪糕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a.取所述膨化剂、明胶和白砂糖，加入纯净水充分溶解，得到胶体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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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b.将生姜研磨成粉末状并保留其研磨出的姜汁；

[0035] c.将面粉、全脂奶粉和鸡蛋清搅拌混合后，加入牛奶后再搅拌混合得到混合液；

[0036] d .将步骤a中的胶体溶液、步骤b中的粉末状生姜和姜汁以及步骤c中的混合液混

合在一起，再放入锅炉中进行熬煮；

[0037] e.对步骤d中熬煮后的液体进行保温、灌模和冷冻结实，得到生姜味雪糕。

[0038] 所述步骤d中胶体溶液、粉末状生姜和姜汁、混合液的比例为5:1:3。

[0039] 所述步骤d中熬煮的时间为40min-1h。

[0040] 所述步骤e中保温的时间为2h。

[0041] 所述步骤e中灌模和冷冻结实之前需等待熬煮的液体自然冷却到常温。

[0042] 所述步骤e中冷冻的温度为零下20℃至零下18℃。

[0043]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以下实施例中的分数比例均为质

量的比重。

[0044] 实施例一

[0045] a.取所述膨化剂0.1份、0.01份明胶和0.4份白砂糖，加入纯净水充分溶解，得到胶

体溶液；

[0046] b.将0.6份生姜研磨成粉末状并保留其研磨出的姜汁；

[0047] c.将面粉4份、全脂奶粉1份和鸡蛋清2份搅拌混合后，加入牛奶后再搅拌混合得到

混合液；

[0048] d.取5份步骤a中的胶体溶液、1份步骤b中的粉末状生姜和姜汁以及3份步骤c中的

混合液混合在一起，再放入锅炉中进行熬煮40min；

[0049] e .对步骤d中熬煮后的液体进行保温2h，之后让液体自然冷却至常温，再进行灌

模，最后在零下18℃下进行冷冻结实，得到生姜味雪糕。

[0050] 实施例二

[0051] a.取所述膨化剂0.2份、0.02份明胶和0.5份白砂糖，加入纯净水充分溶解，得到胶

体溶液；

[0052] b.将0.7份生姜研磨成粉末状并保留其研磨出的姜汁；

[0053] c.将面粉5份、全脂奶粉2份和鸡蛋清3份搅拌混合后，加入牛奶后再搅拌混合得到

混合液；

[0054] d.取5份步骤a中的胶体溶液、1份步骤b中的粉末状生姜和姜汁以及3份步骤c中的

混合液混合在一起，再放入锅炉中进行熬煮50min；

[0055] e .对步骤d中熬煮后的液体进行保温2h，之后让液体自然冷却至常温，再进行灌

模，最后在零下19℃下进行冷冻结实，得到生姜味雪糕。

[0056] 实施例三

[0057] a.取所述膨化剂0.3份、0.03份明胶和0.6份白砂糖，加入纯净水充分溶解，得到胶

体溶液；

[0058] b.将0.8份生姜研磨成粉末状并保留其研磨出的姜汁；

[0059] c.将面粉6份、全脂奶粉3份和鸡蛋清4份搅拌混合后，加入牛奶后再搅拌混合得到

混合液；

[0060] d.取5份步骤a中的胶体溶液、1份步骤b中的粉末状生姜和姜汁以及3份步骤c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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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液混合在一起，再放入锅炉中进行熬煮1h；

[0061] e .对步骤d中熬煮后的液体进行保温2h，之后让液体自然冷却至常温，再进行灌

模，最后在零下18℃下进行冷冻结实，得到生姜味雪糕。

[0062] 本发明所述的生姜味雪糕，通过采用面粉、全脂奶粉、鸡蛋清、白砂糖、牛奶和生姜

进行适当的重量配比，制备的得到的生姜味雪糕，口感良好，能够长时间保持均匀稳定的凝

固状态；通过向其中加入一定量的生姜成分，由于生姜性温，具有刺激唾液、胃液和消化液

的分泌，增加胃肠蠕动的功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对雪糕的寒性起到攻克作用，缓解雪糕

的寒性对人体的伤害和影响，且改善了口味；本发明所述的生姜味雪糕的制作方法，通过利

用适当比例的面粉、全脂奶粉、鸡蛋清、白砂糖、牛奶和生姜，制作出口感良好且具有一定保

健功效的生姜味雪糕，方法的步骤简单，在熬煮和保温的过程中，使生姜味雪糕中富含的鸡

蛋清、全脂奶粉和生姜等成分中的营养成分充分发挥出来，有利于提高生姜味雪糕的产品

品质。

[0063] 实施例一、实施例二和实施例三的成品生姜味雪糕，生姜和牛奶味突出，且食用者

在食用后会减轻雪糕的凉性对胃的伤害和刺激，让食用者达到同时享有美味与健康的目

的。

[006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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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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