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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和牛汉堡包制作方法。为了

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和牛汉堡包制作方

法包括：制备和牛肉末的步骤；1次熟成步骤，其

搅拌肉饼调味汁和所述和牛并熟成，将和牛的重

量份数视为100重量份时，肉饼调味汁包含洋葱

末1～5重量份、蒜末1～5重量份、生姜末0.1～1

重量份、鳄梨油0.1～1重量份、蓝莓粉末0.5～5

重量份；2次熟成步骤，其在成形所述熟成的肉饼

之后，再次进行2次熟成；肉饼完成步骤，其将经

过成形及2次熟成的肉饼的重量份数视为100重

量份，将熟成的肉饼放在麦饭石烧烤架上烤熟，

并撒上竹盐0.1～1重量份和胡椒粉0.01～1重量

份，制作完成肉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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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和牛汉堡包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制备和牛肉末的步骤；

1次熟成步骤，其搅拌肉饼调味汁和所述和牛肉末并熟成，将和牛肉末的重量份数视为

100重量份时，肉饼调味汁包含洋葱末1～5重量份、蒜末1～5重量份、生姜末0.1～1重量份、

鳄梨油0.1～1重量份、蓝莓粉末0.5～5重量份；

2次熟成步骤，其在成形熟成的肉饼之后，再次进行2次熟成；

肉饼完成步骤，其将经过成形及2次熟成的肉饼的重量份数视为100重量份，将熟成的

肉饼放在麦饭石烧烤架上烤熟，并撒上竹盐0.1～1重量份和胡椒粉0.01～1重量份，制作完

成肉饼。

2.权利要求1所述的和牛汉堡包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

在所述1次熟成步骤进一步包含竹盐0.1～2重量份和胡椒粉0.01～1重量份，将经过所

述2次熟成步骤成形及熟成的肉饼放入熏蒸室进行加热之后，经过冷却进行真空包装的步

骤；

拆开肉饼的包装，放在麦饭石烧烤架上，一边烤熟一边掀翻而制作完成肉饼的步骤。

3.权利要求1所述的和牛汉堡包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

将经过所述1次及2次熟成步骤的所述肉饼放在圆形盒子里，用箱式真空包装机和真空

包装膜除气并进行密封包装之后，在60～70℃的水中加热70～90分钟的步骤；

冷却用所述圆形盒子包装的肉饼，除去包装之后，重新使用真空包装膜，只真空包装肉

饼的步骤；

除去包装材料之后，将所述肉饼放在麦饭石烧烤架上，一边烤熟一边掀翻而制作完成

肉饼的步骤。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和牛汉堡包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完

成的肉饼进一步包含汉堡包面包胚和调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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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牛汉堡包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和牛汉堡包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韩国国内首次推出汉堡包以来，汉堡包呈现出了如同飞跃

般的增长趋势，它提高了居民收入，改变了社会环境，还改变了韩国的饮食文化。

[0003] 并且，由于其具有简便、可代替传统食物、节约时间、店面环境舒适等优点，汉堡包

市场的扩大拉升了汉堡排的消费量。

[0004] 为了提高肉饼的质量和存放安全性，一直使用天然或合成食物添加物，特别是，消

费者对于合成食物添加物的使用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和忧虑。通常，肉饼采用的大部分技

术用于评估原料肉种类、原料配比、制作工艺、添加剂种类及存放方法等产生的影响。

[0005] 另外，加工食品中，肉制品的脂质含量高。为了抑制其在加工和流通过程中发生酸

腐，使用BHA、BHT等酚性合成抗氧化剂，对此，已经提出了过量摄取时，出现肝脏、胃、肾脏、

循环系统等的中毒及致癌的安全问题。

[0006] 并且，考虑到保存费角度，有时会采用合成山梨酸(sorbic  acid)。据报告，其偶尔

会导致荨麻疹或过敏反应。亚硝酸钠(sodium  nitrite)作为成色剂，用于显现出消费者喜

欢的肉色，其本身具有毒性，还会形成致癌物质N-nitrosamin。

[0007] 因此，韩国乃至国外对于添加植物粉末或萃取物而补充功能性的肉制品相关研究

逐渐增多。

[0008] 公知例子公开了大韩民国注册专利第10-1338176号“包含江华药艾萃取物的功能

性烤猪肉及其制作方法”以及大韩民国注册专利第10-1543865号“包含微胶囊化天然添加

剂的肉饼”等，通过天然植物江华药艾萃取物、绿茶、鼠尾草及彩椒油树脂萃取物等，具有天

然成色、抗氧化、抗菌等专有功能，解决了上述问题。

[0009] 但，上述公知例子的弊端在于：猪肉里只添加了萃取物，在处理与其他烹饪法之间

的关系方面，没有考虑到味觉的差异。另外，添加天然添加剂的肉饼则没有考虑到后续的肉

饼制作工艺。

发明内容

[0010] 技术问题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摸索出适合汉堡包的加工方法，开发出具有高附加值的食品。

[0012] 从以下详细说明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本发明的又另一目的，本发明的范畴不受本发

明优选实施例的详细说明及实施例的限定。

[0013] 技术方案

[0014] 为了达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本发明包括：

[0015] 制备和牛肉末的步骤；

[0016] 1次熟成步骤，其搅拌肉饼调味汁和所述和牛并熟成，将和牛的重量份数视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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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份时，肉饼调味汁包含洋葱末1～5重量份、蒜末1～5重量份、生姜末0.1～1重量份、鳄

梨油0.1～1重量份、蓝莓粉末0.5～5重量份；

[0017] 2次熟成步骤，其在成形所述熟成的肉饼之后，再次进行2次熟成；

[0018] 肉饼完成步骤，其将经过成形及2次熟成的肉饼的重量份数视为100重量份，将熟

成的肉饼放在麦饭石烧烤架上烤熟，并撒上竹盐0.1～1重量份和胡椒粉0.01～1重量份，制

作完成肉饼。

[0019] 并且，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中，和牛肉饼的制作过程包括：

[0020] 在所述1次熟成步骤进一步包含竹盐0.1～2重量份和胡椒粉0.01～1重量份，将经

过所述2次熟成步骤成形及熟成的肉饼放入熏蒸室进行加热之后，经过冷却进行真空包装

的步骤；

[0021] 拆开肉饼的包装，放在麦饭石烧烤架上，一边烤熟一边掀翻而制作完成肉饼的步

骤。

[0022] 本发明的又另一实施例包括：

[0023] 将经过所述1次及2次熟成步骤的所述肉饼放在圆形盒子里，用箱式真空包装机和

真空包装膜除气并进行密封包装之后，在60～70℃的水中加热70～90分钟的步骤；

[0024] 冷却用所述圆形盒子包装的肉饼，除去包装之后，重新使用真空包装膜，只真空包

装肉饼的步骤；

[0025] 除去包装材料之后，将所述肉饼放在麦饭石烧烤架上，一边烤熟一边掀翻而制作

完成肉饼的步骤。

[0026] 有益效果

[0027] 本发明的和牛汉堡包制作方法可以利用和牛提供健康加餐，市场竞争力强。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具体说明本发明的一优选实施例。

[0029] 优选地，本发明一实施例适用的肉类采用和牛。

[0030] 首先，本发明实施和牛制备步骤。

[0031] 通常，牛肉被称作和牛，采用了和牛的日语发音。当前，韩国流通的和牛是产自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杂交牛。

[0032] 该杂交品种是过去日本出口美国的和牛的后代。澳大利亚从1991年起引进和牛品

种安排杂交，并且针对日本和韩国市场改良了品种。

[0033] 和牛在全世界被称作神户牛，正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饲养。

[0034] 目前采用多种进口方式进口澳大利亚产和牛，用谷物养肥300日以上，大理石花纹

也非常优异，肌内脂肪极其发达。

[0035] 本发明采用所述产自澳大利亚的和牛。并且，本发明提供所述和牛和肉饼调味汁。

[0036] 本发明采用的和牛用于肉饼时，通常添加20-30％脂肪，或者利用具有脂肪的部位

制作而成。因此，热量、饱和脂肪和胆固醇含量高。

[0037] 脂肪会增强口感，增添香味，但过量摄取时，将成为肥胖、高血压、糖尿病或冠心病

等代谢性病症的发病诱因。实际上在韩国，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糖尿病的发病率正在每

年增加，需要采取措施改善欧洲式饮食习惯。本发明为了减少脂肪含量，添加了具有多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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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性的肉饼调味汁，以便于通过膳食纤维降低脂肪吸收率。

[0038] 和牛均使用6mm出肉孔的绞肉机绞成肉馅之后，以上述比率搅拌。

[0039] 特别是，本发明适用的动物性脂肪采用和牛的牛肾脂肪。

[0040] 其次，本发明实施1次熟成步骤，该步骤搅拌肉饼调味汁和所述和牛并熟成，将和

牛的重量份数视为100重量份时，肉饼调味汁包含洋葱末1～5重量份、蒜末1～5重量份、生

姜末0.1～1重量份、鳄梨油0.1～1重量份、蓝莓粉末0.5～5重量份。

[0041] 如上所述，肉饼调味汁由洋葱、生姜、蒜等植物成分组成，和牛吸收时，会氧化物质

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反应性氧类)增加，氧化压力升高，化学反应性增强，改

变细胞周边情况，从而防止发生细胞膜、蛋白质、遗传基因的破坏。

[0042] 并且，本发明适用的肉饼调味汁可以包含除了所述蓝莓粉末之外的其他成分。

[0043] 一例中，可以用蒲公英、红花籽成分代替。本发明适用的蒲公英是菊花科属多年生

草本，蒲公英里含有羟基肉桂酸(hydroxycinnamic  acid)、酒石酸(chicoric  acid)、香豆

素(coumarins)等酚化合物以及倍半烯(sesquiterpene)化合物、植物固醇(phytosterol)

类、黄酮类(flavonoid)等，具有药理作用，富含游离糖、有机酸、维他命A、C、E等以及Ca、Fe、

K等无机物、膳食纤维等，营养价值高。

[0044] 据报告资料，含于蒲公英的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抗氧化作用、抗菌作用、抗癌活性、

抗炎症作用、改善肝病等功能。

[0045] 本发明适用蒲公英时，将采用蒲公英根部。去除蒲公英根部的异物并清洗之后，切

成厚度为约2mm的薄片，用50℃热风烘干机烘干并萃取。

[0046] 用热水萃取时，取出根部10g，用100mL的蒸馏水，在95℃环境萃取3小时，在常温环

境冷却2小时之后，进行过滤并存放之后，使用上清液。

[0047] 并且，本发明采用红花籽，红花籽作为加工红肉肉饼的动物脂肪替代物的可能性

高。

[0048] 红花是属于菊花科属一年生草本，其栽培目的是生产食用油，包括韩国在内的亚

洲国家将其用于药用植物。红花籽里含有血清素(serotonin)衍生物、木酚素(lignan)、黄

酮类(flavonoid)等多酚化合物，具有抗癌、抗氧化及抗炎症作用和骨质疏松症、关节炎、动

脉硬化治疗及胆固醇降低作用以及自由基清除活性、黑色素形成抑制等多种生物活性功

能。

[0049] 并且，干燥的红花籽里含有40％左右的脂肪，含有70～80％左右的多价不饱和脂

肪酸亚油酸(linoleic  acid)，含有约17％的蛋白质、约40％的纤维素、约750mg％的维他命

E，营养价值高。

[0050] 如上所述，红花籽由于含有大量脂肪，可以用于肉制品的动物脂肪替代物。据报告

资料，红花籽代替猪脂肪添加到猪肉末时，产出率、水分滞留率、脂肪持有率、保水率显著

高，改善了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比率。

[0051] 采用红花籽粉末时，在180℃制作条件下翻炒20分钟之后，进行粉碎后使用。

[0052] 本发明可以用鳄梨油0.1～1重量份、野樱莓粉末0.5～5重量份替代蒲公英根部或

红花籽粉末，也可以选择性的添加而使用。

[0053] 此时，蒲公英根部可以适用0.1～1重量份，红花籽粉末可以适用0.5～5重量份。

[0054] 再次，本发明将通过上述过程制作而成的肉饼调味汁与所述肉类混合并进行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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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0055] 本发明适用熟成时，为了保持肉饼的滋润及柔软口感，在保持2℃温度条件的熟成

库熟成1小时至3小时。

[0056] 继而，本发明实施成形所述熟成肉饼之后重新进行2次熟成的步骤。

[0057] 2次熟成过程的一例中，将熟成的肉类定量100g，成形为12cm直径大小的圆形之

后，在保持2℃温度环境的熟成库熟成3小时至5小时，以使肉饼进一步形成滋润柔软的口

感。

[0058] 上述熟成的肉饼实施：通过直接加热或熏蒸、低温慢煮工艺进行加工的步骤。

[0059] 根据本发明直接加热而成的肉饼实施：将经过所述成形及2次熟成的肉饼的重量

份数视为100重量份，将熟成的肉饼放在麦饭石烧烤架上烤熟，并撒上竹盐0.1～1重量份和

胡椒粉0.01～1重量份，制作完成肉饼的步骤。该步骤的特征在于，制作完成的肉饼上选择

性地覆盖奶酪，并进一步煮熟至奶酪被化。

[0060] 并且，根据本发明通过熏蒸加工而成的肉饼实施：将成形及熟成的肉饼放入熏蒸

室进行加热，经冷却进行真空包装的步骤。

[0061] 本发明适用熏蒸的肉饼可以在所述直接加热而成的肉饼调味汁里进一步添加竹

盐0.1～1重量份和胡椒粉0.01～1重量份。

[0062] 本发明适用熏蒸肉饼时，表面温度达到65～75℃、中心温度达到60～70℃之后，加

热20～30分钟并进行加工，优选地，表面温度达到72℃、中心温度达到63℃时最佳。

[0063] 通过上述过程制作而成的所述肉饼经过冷却之后，用箱式真空包装机和真空包装

膜除气并进行密封包装。

[0064] 烹饪通过上述过程制作而成的肉饼时，包括：除去包装材料之后，将肉饼放在表面

温度为160～180℃的麦饭石烧烤架(Griddle)上加热30～50秒之后，掀翻加热20～40秒，再

次掀翻加热20～40秒，以制作完成的步骤。该步骤的特征在于，根据本发明制作完成的肉饼

上选择性地覆盖奶酪，并进一步煮熟至奶酪被化。

[0065] 进一步，本发明可以采用低温慢煮烹饪法制作肉饼。

[0066] 真空低温烹饪的低温慢煮(Sous-Vid)烹饪法真空包装未经加热处理的材料，在准

确管制的低温条件下，烹调一定时间，以保持材料专有口感及香味。特别是，可以通过真空

包装防止食品的氧化，阻止细菌的繁殖，并通过水和蒸汽达到高导热率。

[0067] 不仅可以大量烹饪，还在烹饪过程中，水分损失和分离导致的质量损耗少，烹饪之

后，可以获得柔软的质感，提高食物的产出率，并且，可以采用相同条件进行烹饪，以获得均

匀的口感和品质。

[0068] 本发明实施：采用所述低温慢煮烹饪法，通过所述直接加热方式成形，将经过2次

熟成的肉饼放入圆形盒子里，用箱式真空包装机和真空包装膜除气并进行密封包装之后，

在60～70℃的水中加热70～90分钟的步骤。

[0069] 继而实施:冷却用所述圆形盒子包装的肉饼，除去包装之后，重新使用真空包装膜

进行真空包装的步骤。

[0070] 此时，用真空包装膜进行包装时，为了应对因热发生的包装材料收缩，用80℃循环

恒温水槽浸泡1秒钟。

[0071] 烹饪通过上述过程制作而成的肉饼时，除去包装材料之后，将肉饼放在表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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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60～180℃的麦饭石烧烤架(Griddle)上加热30～50秒之后，掀翻加热20～40秒，再次掀

翻加热20～40秒，以完成制作。

[0072] 通常，摄取汉堡包时，会在汉堡包的面包胚之间夹入肉饼并添加调味汁而食用。

[0073] 如上所述，本发明提供可以摄取有益于健康及人体的成分的肉饼，还提供含有有

益于健康的成分的汉堡包及调味汁。

[0074] 一例中，本发明适用的汉堡包面包胚适当提供香味、口感、嚼劲、分量感、功能性

等。

[0075] 本发明适用的汉堡包面包胚将分别包含玉米、大麦、黑面包胚的面包胚定义为玉

米面包胚、大麦面包胚、黑面包胚，将未包含其的面包皮定义为传统面包胚。

[0076] 并且，本发明均添加功能性材料，例如，可以适用诃子和冬虫夏草。

[0077] 本发明适用诃子时，烘干使君子科属落叶乔木诃子的成熟果实并采用其果肉部，

诃子含有的生物活性物质有咖啡酸(caffeic  acid)、香草酸(vanillic  acid)和对香豆酸

(p-coumaric  acid)、间苯三酚(phloroglucinol)及连苯三酚(pyrogallol)等多酚

(polyphenol)物质。

[0078] 众所周知，含于诃子等天然物质的多酚(polyphenol)类起到收敛、止泻、抗菌作

用，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改善血液中高密度蛋白质和低密度蛋白质的比率，扩张血

管，降低血液中脂质浓度，预防高血液、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系统的疾病。

[0079] 并且，据报告资料，诃子中的多酚物质通过酚类化合物酚羟基(phenolic 

hydroxyl)和蛋白质等高分子的结合，具有了抗氧化、抗菌、抗癌等生物功能。

[0080] 实际上，诃子用于日常生活的事例仅有利用卓越的抗菌作用，采用中医美容法等

的护发产品，还没有开发出添加抗氧化作用优异的诃子的保健食品。鉴于此，本发明将其适

用于汉堡包的面包胚之中。

[0081] 本发明适用粉末状态的诃子，制备诃子粉末时，去籽，在阴凉处晒干一周之后，用

粉碎机打成粉，用60mesh筛子筛出。

[0082] 再次，本发明适用的汉堡包面包胚中，传统面包胚的制作过程包括：

[0083] 将强力粉的重量份数视为100重量份，添加黄油10～20重量份、白糖5～10重量份、

盐1～2重量份、S-5000.3～1重量份、奶粉1～4重量份、鸡蛋5～15重量份、酵母3.5～4.5重

量份、蒜粉1～4重量份、转化糖1～2重量份、牛奶或水45～48重量份，放入搅拌机里，在1档

混合2分钟，配制成水解状之后，在2档充分搅拌6分钟的步骤；

[0084] 常温发酵50～60分钟的1次发酵步骤；

[0085] 用分离机分离出面团的步骤；

[0086] 常温发酵15～20分钟分离出的面团的中间发酵步骤；

[0087] 成形为汉堡包面包胚之后装盘，经过2次发酵扩大到原来大小的3倍左右时，用160

～190℃烤箱烤制12分钟的步骤。

[0088] 特别是，本发明在上述搅拌步骤中，可以添加1～4重量份的所述诃子粉末。

[0089] 如上所述，烤制的汉堡包面包胚变凉之后，搬到冷却板上，通常每盒包装4个，存放

在8～18℃的温度环境之中。

[0090] 并且，本发明适用的玉米面包胚的制作过程包括：

[0091] 将强力粉的重量份数视为100重量份，添加白糖5～10重量份、玉米粉10～20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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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奶粉1～4重量份、卡夫食品10～20重量份、面包改良剂1～15重量份、人造黄油5～15重

量份、生酵母2～8重量份、鸡蛋3～8重量份、水50～70重量份、牛奶5～15重量份，放入搅拌

机里，在1档混合2分钟，配制成水解状之后，在2档充分搅拌6分钟的步骤；

[0092] 在保持25～30℃搅拌温度和70～80％湿度的状态下，发酵30分钟所述和好的面

团，此时，用塑料薄膜包住所述面团，以免和好的面团接触空气的1次发酵步骤；

[0093] 用分离机分离出和好的面的步骤；

[0094] 将所述分离出的面团揉成圆形之后，放到面包烤盘上，用手轻轻按面团，将鸡蛋液

涂于面团上面的步骤；

[0095] 在保持35～40℃温度、80～90％湿度的状态下，发酵40～60分钟所述涂有鸡蛋液

的面团的2次发酵步骤；

[0096] 将2次发酵的面团放在台式烤箱里，用200℃高火、170℃小伙烤制13分钟，肉眼确

认面包直径是否达到10～10.5mm，面包厚度是否达到66～66.5mm，颜色是否显现深褐色的

步骤。

[0097] 特别是，本发明在上述搅拌步骤中，可以添加1～4重量份的所述诃子粉末。

[0098] 如上所述，烤制的汉堡包面包胚变凉之后，搬到冷却板上，通常每盒包装4个，存放

在8～18℃的温度环境之中。

[0099] 并且，本发明适用的大麦面包胚的制作过程包括：

[0100] 将强力粉的重量份数视为100重量份，添加白糖5～10重量份、大麦粉10～20重量

份、奶粉1～4重量份、卡夫食品10～20重量份、面包改良剂1～15重量份、人造黄油5～15重

量份、生酵母2～8重量份、鸡蛋3～8重量份、水50～70重量份、牛奶5～15重量份，放入搅拌

机里，在面团内部温度保持27℃的状态下进行搅拌，以使面筋形状状态达到80％的步骤；

[0101] 在保持25～30℃搅拌温度和70～80％湿度的状态下，发酵30分钟所述和好的面

团，此时，用塑料薄膜包住所述面团，以免和好的面团接触空气的1次发酵步骤；

[0102] 用分离机分离出和好的面的步骤；

[0103] 将所述分离出的面团揉成圆形之后，放到面包烤盘上，用手轻轻按面团，将鸡蛋液

涂于面团上面的步骤；

[0104] 在保持35～40℃温度、80～90％湿度的状态下，发酵40～60分钟所述涂有鸡蛋液

的面团的2次发酵步骤；

[0105] 将2次发酵的面团放在台式烤箱里，用200℃高火、170℃小伙烤制13分钟，肉眼确

认面包直径是否达到10～10.5mm，面包厚度是否达到66～66.5mm，颜色是否显现深褐色的

步骤。

[0106] 特别是，本发明在上述搅拌步骤中，可以添加1～4重量份的所述诃子粉末。

[0107] 如上所述，烤制的汉堡包面包胚变凉之后，搬到冷却板上，通常每盒包装4个，存放

在8～18℃的温度环境之中。

[0108] 并且，本发明适用的黑面包胚的制作过程包括：

[0109] 将强力粉的重量份数视为100重量份，添加S-500  0.2～0.7重量份、牛奶或水40～

50重量份、墨鱼汁3～5重量份、盐1～2重量份、黄油1-～20重量份、奶粉1～4重量份、白糖4

～8重量份、蒜粉1～4重量份、转化糖1～3重量份、生酵母4～6重量份、鸡蛋50～150重量份，

放入搅拌机里，在1档混合2分钟，配制成水解状之后，在2档充分搅拌6分钟的步骤；

说　明　书 6/7 页

8

CN 111787806 A

8



[0110] 常温发酵50～60分钟的1次发酵步骤；

[0111] 用分离机分离出面团的步骤；

[0112] 常温发酵15～20分钟分离出的面团的中间发酵步骤；

[0113] 成形为汉堡包面包胚之后装盘，经过2次发酵扩大到原来大小的3倍左右时，用160

～190℃烤箱烤制12分钟的步骤。

[0114] 特别是，本发明在上述搅拌步骤中，可以添加1～4重量份的所述诃子粉末。

[0115] 如上所述，烤制的汉堡包面包胚变凉之后，搬到冷却板上，通常每盒包装4个，存放

在8～18℃的温度环境之中。

[0116] 再一次，本发明为了制作完成汉堡包，可以进一步包含调味汁。

[0117] 一例中，适用于本发明的调味汁可以选择性地采用红酒调味汁、整粒芥末酱调味

汁、辣椒酱调味汁等。

[0118] 首先，本发明适用红菊调味汁的制备过程包括：

[0119] 准备红酒100重量份，从准备的100重量份红酒中，取出20重量份，加入白糖1～3重

量份煮沸化开，反复实施该过程，直到100重量份红酒全部消耗完的步骤；

[0120] 将70～90重量份调味汁添加到烧制的红酒中，煮沸的步骤。

[0121] 并且，本发明适用整粒芥末酱调味汁的制备过程包括：

[0122] 将搅拌碗中蛋黄酱的重量份数视为100重量份，搅拌碗里添加蛋黄酱100重量份、

第戎芥末醬10～20重量份、整粒芥末酱10～20重量份、蜂蜜芥末酱10～20重量份，用打蛋器

搅拌而制备。

[0123] 并且，本发明适用辣椒酱调味汁的制备过程包括：

[0124] 将切片洋葱的重量份数视为100重量份，制备菠萝果肉110重量份的步骤；

[0125] 酱料锅里倒入橄榄油10～20重量份，放在灶上，加入黄油3～8重量份化开之后，添

加蒜香调料15～30重量份、所述切片洋葱、菠萝果肉并炒制，直到颜色变为褐色的步骤；

[0126] 所述炒制的调味汁里添加白葡萄酒30～60重量份并煮沸，挥发酒精之后，添加水

100～250重量份，加入辣椒酱100～250重量份，充分散开的步骤；

[0127] 添加所述红胡椒5～15重量份、月桂叶2片、胡椒子0.01～0.1重量份，在中火煮40

分钟，制作番茄酱的步骤；

[0128] 煮出番茄酱浓度时，用小孔筛子过滤而制备出调味汁的步骤。

[0129] 本发明通过由上述过程制作而成的肉饼、汉堡包面包胚和调味汁，提供具有高附

加值的食品。

[0130] 工业可利用性

[0131] 本发明在不脱离其精神或主要特征的前提下，可以实施为多种不同形态。因此，上

述实施例在所有方面，应当解释为，仅仅是事例，不受限定。本发明的范围通过权利要求范

围显示出来，不受说明书本文的约束。进一步，属于权利要求范围等同范畴的所有变形或变

更均应该落入本发明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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