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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及其

制备方法，所述菌菇汤以菌菇为主要原料，采用

菌菇酵素、食用盐进行调味，不添加任何香精香

料、防腐剂、添加剂，食用更健康、安全；本发明采

用的菌菇为松茸、松蘑、猴头菇按特定比例组成

的混合物，所述三种菌菇与菌菇酵素制备中采用

的部分菌菇一致，使得所述菌菇酵素既能够促进

松茸、松蘑、猴头菇三种菌菇中营养物质的释放，

又能够与所述三种菌菇协同增香且香味协调，从

而使得原料本身香味能够完全释放，较传统菌菇

制品营养价值更高、鲜味更明显；本发明具有辅

助调理脾胃，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尤其适合胃病

人士食用；开罐即食，食用更方便且可以外出携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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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其特征在于，原料组分包括：

菌菇10-30重量份、食用盐0.2-0 .6重量份、菌菇酵素0.3-2重量份、水67.4-89.5重量

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其特征在于，原料组分包括：

菌菇15-25重量份、食用盐0.3-0.5重量份、菌菇酵素0.7-1.5重量份、水73-84重量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其特征在于，原料组分包括：

菌菇20重量份、食用盐0.4重量份、菌菇酵素1重量份、水78.6重量份。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其特征在于，所述菌菇为松

茸、松蘑、猴头菇按重量比1-3:3-7:3-7组成的混合物。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其特征在于，所述菌菇酵素的

原料组分包括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红糖和益生菌，所述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

红糖和益生菌的重量比(0.5-1.5):(0.5-1.5):(0.5-1.5):(0.5-1.5):(2-6):(0.5-1.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其特征在于，所述菌菇酵素按照如下方

法制备：

(1)将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用水浸泡后洗净，然后加入4-6倍质量水打成浆，得到

混合浓浆；

(2)向红糖和益生菌中加入1-3倍质量水使溶解后，再加入到步骤(1)所述的混合浓浆

中，经发酵，即得到所述菌菇酵素。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浸泡时间

为0.5-1.5h。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发酵的温

度为35-40℃，所述发酵的时间为24-48h。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其特征在于，所述益生菌为青春双歧杆

菌、保加利亚乳杆菌、两歧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酵母菌按重量比(20-30):(10-20):(20-

30):(15-25):(10-20)组成的混合物。

10.一种制备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将菌菇用水浸泡后洗净并剪成段，然后加入食用盐、菌菇酵素、水，于110-120℃蒸煮

20-30min，即得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247569 A

2



一种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菌类因其营养丰富，已成为当今人们餐桌上常见的菜肴，相关的速食制品也比较

多，但是多添加各种香精香料、防腐剂、添加剂，虽然味道鲜美但是食用健康性堪忧，而真正

无添加的菌菇制品因为原料、工艺等各种原因又无法达到消费者要求的鲜度和美味。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及其

制备方法，本发明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不添加任何香精香料、防腐剂、添加剂，食用更

健康、安全，营养价值更高、鲜味更明显。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原料组分包括：

[0006] 菌菇10-30重量份、食用盐0.2-0.6重量份、菌菇酵素0.3-2重量份、水67.4-89.5重

量份。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的原料组分包括：

[0008] 菌菇15-25重量份、食用盐0.3-0.5重量份、菌菇酵素0.7-1.5重量份、水73-84重量

份。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的原料组分包括：

[0010] 菌菇20重量份、食用盐0.4重量份、菌菇酵素1重量份、水78.6重量份。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菌菇为松茸、松蘑、猴头菇按重量比1-3:3-7:3-7组成的混合物。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菌菇酵素的原料组分包括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红糖和益生

菌，所述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红糖和益生菌的重量比(0.5-1.5):(0.5-1.5):(0.5-

1.5):(0.5-1.5):(2-6):(0.5-1.5)。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菌菇酵素按照如下方法制备：

[0014] (1)将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用水浸泡后洗净，然后加入4-6倍质量水打成浆，

得到混合浓浆；

[0015] (2)向红糖和益生菌中加入1-3倍质量水使溶解后，再加入到步骤(1)所述的混合

浓浆中，经发酵，即得到所述菌菇酵素。

[0016] 进一步地，步骤(1)中，所述浸泡时间为0.5-1.5h。

[0017] 进一步地，步骤(2)中，所述发酵的温度为35-40℃，所述发酵的时间为24-48h。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益生菌为青春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两歧双歧杆菌、嗜酸乳

杆菌和酵母菌按重量比(20-30):(10-20):(20-30):(15-25):(10-20)组成的混合物。

[0019] 一种制备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0] 将菌菇用水浸泡后洗净并剪成段，然后加入食用盐、菌菇酵素、水，于110-120℃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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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20-30min，即得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

[0021] 松茸，含有18种氨基酸、14种人体必需微量元素、49种活性营养物质、5种不饱和脂

肪酸、8种维生素、2种糖蛋白、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种活性酶，另含有3种珍贵的活性物质，

分别是双链松茸多糖、松茸多肽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抗癌物质——松茸醇，是世界上最珍

贵的天然药用菌类。松茸不仅营养均衡、充足，而且还有提高免疫力、抗癌抗肿瘤、治疗糖尿

病及心血管疾病、抗衰老养颜、促肠胃保肝脏等多种功效。

[0022] 松蘑，每100g的营养成分含量为水化合物48.20g、脂肪3.20g、硫胺素0.01mg、硒

98.44μg、锰1.63μg、钙14.00mg、铜10.30mg、蛋白质20.30g、铁86.00mg、核黄素1.48mg、维生

素E3.09mg、锌6.22mg、钾93.00mg、磷50.00mg、钠4.30mg、纤维素47.80g。松蘑中含有铬和多

元醇，松蘑内的抗氧化矿物质还可以抗肉瘤，中医认为，松蘑具有强身健体、益肠健胃、止痛

理气、化痰、止痛、驱虫、抗癌和治疗糖尿病的功效。常吃松蘑可增强机体免疫力，防止过早

衰老等功效。松蘑中含有相当量的维生素E，经常食用松蘑，有美颜健肤的功效。松蘑有很好

的抗核辐射作用。

[0023] 猴头菇，干品中每100g含蛋白质26.3g，是香菇的二倍。它含有氨基酸多达17种，其

中人体所需的占8种。每100g猴头菇含脂肪4.2g，是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食品，另外还

富含各种维生素和无机盐。猴头菇有增进食欲，增强胃粘膜屏障机能，提高淋巴细胞转化

率，提升白细胞等作用。故可以使人体提高对疾病的免疫能力。猴头菇还是良好的滋补食

品，对神经衰弱、消化道溃疡有良好疗效。在抗癌药物筛选中，发现其对皮肤、肌肉癌肿有明

显抗癌功效。所以常吃猴头菇，无病可以增强抗病能力，有病可以起治疗疾病的作用。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5] 1、本发明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以菌菇为主要原料，采用菌菇酵素、食用盐进

行调味，不添加任何香精香料、防腐剂、添加剂，食用更健康、安全。

[0026] 2、本发明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采用的菌菇为松茸、松蘑、猴头菇按重量比1-

3:3-7:3-7组成的混合物，所述三种菌菇与菌菇酵素制备中采用的部分菌菇一致，使得所述

菌菇酵素既能够促进松茸、松蘑、猴头菇三种菌菇中营养物质的释放，又能够与所述三种菌

菇协同增香且香味协调，从而使得原料本身香味能够完全释放，较传统菌菇制品营养价值

更高、鲜味更明显。

[0027] 3、本发明所述益生菌为青春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两歧双歧杆菌、嗜酸乳杆

菌和酵母菌按重量比(20-30):(10-20):(20-30):(15-25):(10-20)组成的混合物，这是由

于本申请发明人在长期研究中发现，只有将青春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两歧双歧杆

菌、嗜酸乳杆菌和酵母菌按照上述特定比例混合后进行发酵的发酵效率最佳，发酵时间最

短。

[0028] 4、本发明所述的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长期食用具有辅助调理脾胃，提高免疫力

的作用，尤其适合胃病人士食用。

[0029] 5、本发明开罐即食，食用更方便且可以外出携带，以随时进行营养补充，更适合现

代快节奏生活方式，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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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实施例1

[003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原料组分包括：

[0033] 菌菇10g、食用盐0.2g、菌菇酵素0.3g、水89.5g。所述菌菇为松茸、松蘑、猴头菇按

重量比1:3:3组成的混合物；所述菌菇酵素为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红糖和益生菌按

重量比0.5:0.5:0.5:0.5:2:0.5组成的混合物；所述益生菌为青春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

菌、两歧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酵母菌按重量比20:10:20:15:10组成的混合物。

[0034] 所述菌菇酵素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5] (1)将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用水浸泡0.5h后洗净，然后加入4倍质量水打成

浆，得到混合浓浆；

[0036] (2)向红糖和益生菌中加入1倍质量水使溶解后，再加入到步骤(1)所述的混合浓

浆中，在温度为35℃的条件下发酵24h，即得到所述菌菇酵素。

[0037] 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将菌菇用水浸泡0.5h后洗净并剪成段，然后加入食用盐、菌菇酵素、水，于110℃蒸

煮20min，即得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

[0039] 实施例2

[004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原料组分包括：

[0041] 菌菇30g、食用盐0.6g、菌菇酵素2g、水67.4g。所述菌菇为松茸、松蘑、猴头菇按重

量比3:7:7组成的混合物；所述菌菇酵素为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红糖和益生菌按重

量比1.5:1 .5:1 .5:1 .5:6:1 .5组成的混合物；所述益生菌为青春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

菌、两歧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酵母菌按重量比30:20:30:25:20组成的混合物。

[0042] 所述菌菇酵素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3] (1)将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用水浸泡1.5h后洗净，然后加入6倍质量水打成

浆，得到混合浓浆；

[0044] (2)向红糖和益生菌中加入3倍质量水使溶解后，再加入到步骤(1)所述的混合浓

浆中，在温度为40℃的条件下发酵48h，即得到所述菌菇酵素。

[0045] 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6] 将菌菇用水浸泡1.5h后洗净并剪成段，然后加入食用盐、菌菇酵素、水，于120℃蒸

煮30min，即得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

[0047] 实施例3

[004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原料组分包括：

[0049] 菌菇15g、食用盐0.3g、菌菇酵素0.7g、水84g；所述菌菇为松茸、松蘑、猴头菇按重

量比2:5:5组成的混合物；所述菌菇酵素为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红糖和益生菌按重

量比1.5:1 .5:1 .5:1 .5:6:1 .5组成的混合物；所述益生菌为青春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

菌、两歧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酵母菌按重量比30:20:30:25:20组成的混合物。

[0050] 所述菌菇酵素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1] (1)将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用水浸泡1h后洗净，然后加入5倍质量水打成浆，

得到混合浓浆；

[0052] (2)向红糖和益生菌中加入2倍质量水使溶解后，再加入到步骤(1)所述的混合浓

浆中，在温度为37℃的条件下发酵30h，即得到所述菌菇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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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4] 将菌菇用水浸泡1.5h后洗净并剪成段，然后加入食用盐、菌菇酵素、水，于110℃蒸

煮25min，即得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

[0055] 实施例4

[005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原料组分包括：

[0057] 菌菇25g、食用盐0.5g、菌菇酵素1.5g、水73g；所述菌菇为松茸、松蘑、猴头菇按重

量比2:5:5组成的混合物；所述菌菇酵素为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红糖和益生菌按重

量比1:1:1:1:4:1组成的混合物；所述益生菌为青春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两歧双歧

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酵母菌按重量比25:15:25:20:15组成的混合物。

[0058] 所述菌菇酵素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9] (1)将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用水浸泡1h后洗净，然后加入5倍质量水打成浆，

得到混合浓浆；

[0060] (2)向红糖和益生菌中加入2倍质量水使溶解后，再加入到步骤(1)所述的混合浓

浆中，在温度为37℃的条件下发酵36h，即得到所述菌菇酵素。

[0061] 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2] 将菌菇用水浸泡1h后洗净并剪成段，然后加入食用盐、菌菇酵素、水，于120℃蒸煮

25min，即得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

[0063] 实施例5

[006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原料组分包括：

[0065] 菌菇20g、食用盐0.4g、菌菇酵素1g、水78.6g；所述菌菇为松茸、松蘑、猴头菇按重

量比2:5:5组成的混合物；所述菌菇酵素为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红糖和益生菌按重

量比1:1:1:1:4:1组成的混合物；所述益生菌为青春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两歧双歧

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酵母菌按重量比25:15:25:20:15组成的混合物。

[0066] 所述菌菇酵素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7] (1)将黑木耳、松蘑、松茸、猴头菇用水浸泡1h后洗净，然后加入5倍质量水打成浆，

得到混合浓浆；

[0068] (2)向红糖和益生菌中加入2倍质量水使溶解后，再加入到步骤(1)所述的混合浓

浆中，在温度为37℃的条件下发酵36h，即得到所述菌菇酵素。

[0069] 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70] 将菌菇用水浸泡1h后洗净并剪成段，然后加入食用盐、菌菇酵素、水，于120℃蒸煮

25min，即得所述即食便携酵素菌菇汤。

[0071] 实验例

[0072] 将实施例1-5的样品和市售菌菇汤分别编号为1-6，随机选取102人进行试吃并收

集试吃打分结果，评分标准见表1，评分结果见表2。

[0073] 表1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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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0075]

[0076] 表2评分结果

[0077]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实施例1样品 7 6 6.8

实施例2样品 7 6 6.5

实施例3样品 8 6 7.2

实施例4样品 8 6 7.4

实施例5样品 8 7 7.6

市售鸡汤罐头 4 1 3.2

[007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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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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