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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豆腐乳的制备方法，属于

食品深加工技术领域，包括以下步骤：(1)大豆选

择；(2)浸泡；(3)磨浆；(5)蒸豆渣；(6)细磨；(7)

煮浆；(8)点脑、蹲脑；(9)压制成型；(10)发酵；

(11)腌制；(12)装瓶。本发明制备工艺简单，充分

利用了大豆的原材料，而且制备出的全豆豆腐乳

口感粗中带细，口感更佳；小块豆腐发酵后先冷

藏一段时间，再腌制，锁住了豆腐的香味，口感更

好；腌制中加入玉米酒和调味粉，玉米酒既能为

豆腐乳的增香，又有利于提高保存效果，调味粉

调味，香味和口味合适；本发明的豆腐乳的制备

方法，工艺简单，原料均为常见原料，便于规模化

生产，适合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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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豆腐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大豆选择：选择高蛋白、高油脂的大豆；

(2)浸泡：将选好的大豆用蒸馏水浸泡，大豆与蒸馏水的重量比为1:3；

(3)磨浆：将浸泡过的大豆去皮，向去皮大豆加入其质量6～8的蒸馏水混合，用磨浆机

粗磨至少2遍，过滤，得到豆浆和豆渣；

(5)蒸豆渣：将得到的豆渣用纱布包裹，蒸锅蒸1.5～2h，在蒸豆渣的过程中，每隔0.5h

翻一下豆渣，确保豆渣受热均匀；

(6)细磨：将蒸熟的豆渣与豆浆混匀，用胶体磨细磨至少5遍，获得全豆豆浆；

(7)煮浆：将全豆豆浆大火加热，在全豆豆浆沸腾钱，加入食用消泡剂，继续加热至完全

沸腾，持续5min以上；

(8)点脑、蹲脑：将煮浆后的全豆豆浆在恒温浴锅中维持80℃的恒定温度，匀速搅拌下

加入凝固剂，搅拌方向固定朝一个方向搅拌，确保凝固剂与豆浆均匀混合，完成点脑，继续

保持恒定温度，静置20～30min，完成蹲脑，获得豆花；

(9)压制成型：将豆花倒入模具中压制0.5～1h，得到全豆腐乳白坯，将全豆腐乳白坯切

成小块豆腐晾干；

(10)发酵：将步骤(9)制好的小块豆腐，喷洒菌悬液，在40℃恒温无菌室中发酵24～

48h，让小块豆腐长出毛霉，发酵结束后自然降温到常温，装入消毒过的密封容器中，放入冰

箱冷藏12～15h，制成小块豆腐乳；

(11)腌制：将小块豆腐乳搓毛后，加入食盐腌制，加入小块豆腐乳重量的18～24％的调

味粉拌匀，喷洒玉米酒后，用辣椒油密封腌制，温度为25℃，腌制时间为一个月；

(12)装瓶：将腌制好的小块豆腐乳分装入灭菌后的甁内，甁内加入辣椒油，封盖，包装

得成品豆腐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豆腐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还包括夏季

浸泡时间为8～10h，冬季浸泡时间为10h以上，浸泡过程中每3h换一次浸泡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豆腐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所述食用消

泡剂的加入量占大豆质量的0.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豆腐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1)中加入食盐腌

制，使得小块豆腐乳食盐含量达到8～1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豆腐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玉米酒的喷洒量为小块

豆腐乳重量的10～1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豆腐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味粉包括以下按重量

份配比的原料：辣椒粉10～20份、胡椒粉2～4份、味精2～3份、紫苏粉3～5粉、陈皮粉2～4

份、豆蔻粉3～5粉以及花椒粉1～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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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豆腐乳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深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豆腐乳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腐乳，性平，味甘。所含成份与豆腐相近。具有开胃消食调中功效。可用于病后纳食

不香、小儿食积或疳积腹胀、大便溏薄等。善用豆腐乳，可以让料理变化更丰富，滋味更有层

次感。除佐餐外，更常用于火锅、姜母鸭、羊肉炉、面线、面包等沾酱及肉品加工等用途。

[0003] 腐乳通常除了作为美味可口的佐餐小菜外，在烹饪中还可以作为调味料，做出多

种美味可口的佳肴。如腐乳蒸腊肉、腐乳蒸鸡蛋、腐乳炖鲤鱼、腐乳炖豆腐、腐乳糟大肠等。

例如味美香鲜的腐乳肉，其做法是将整块肉的肉皮在火上烤黄，放到水里刮去烧焦部分。在

砂锅中将肉煮到半酥时取出，用刀在皮上深深地划下去，使之成为若干小块但不要切开。用

几块红豆腐乳，多放点卤汁压碎加一些黄酒调匀涂在肉上，再放入砂锅里加葱姜和原来煮

肉的汤，用小火慢慢烧烂后加入冰糖，待汁变稠浓就可以了。此肉肥而不腻，香味扑鼻，令人

食欲大增。

[0004] 豆腐乳是一类以霉菌(或细菌)为主要菌种的大豆发酵制品，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传

统食品。豆腐乳含有优质的蛋白、氨基酸和多肽类，富含油酸、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近些

年来，企业的研究重点在于制作过程中加入不同蔬菜汁等提升豆腐乳的营养价值公开号

CN102246929B的专利公开了利用民间腌制的酸汤点浆和将植物油经过高温祛除“生味”后

制得一种清真豆腐乳，但该腐乳的制备方法首先需要腌制蔬菜得到酸汤，其次需要对植物

油进行高温处理，工艺相对较复杂，工业化生产需要控制的标准化过程和指标较多，且味道

属清香，风味特色略显不足。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豆腐乳的制备方法。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豆腐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大豆选择：选择高蛋白、高油脂的大豆；

[0009] (2)浸泡：将选好的大豆用蒸馏水浸泡，大豆与蒸馏水的重量比为1:3；

[0010] (3)磨浆：将浸泡过的大豆去皮，向去皮大豆加入其质量6～8的蒸馏水混合，用磨

浆机粗磨至少2遍，过滤，得到豆浆和豆渣；

[0011] (5)蒸豆渣：将得到的豆渣用纱布包裹，蒸锅蒸1.5～2h，在蒸豆渣的过程中，每隔

0.5h翻一下豆渣，确保豆渣受热均匀；

[0012] (6)细磨：将蒸熟的豆渣与豆浆混匀，用胶体磨细磨至少5遍，获得全豆豆浆；

[0013] (7)煮浆：将全豆豆浆大火加热，在全豆豆浆沸腾钱，加入食用消泡剂，继续加热至

完全沸腾，持续5min以上；

[0014] (8)点脑、蹲脑：将煮浆后的全豆豆浆在恒温浴锅中维持80℃的恒定温度，匀速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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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下加入凝固剂，搅拌方向固定朝一个方向搅拌，确保凝固剂与豆浆均匀混合，完成点脑，

继续保持恒定温度，静置20～30min，完成蹲脑，获得豆花；

[0015] (9)压制成型：将豆花倒入模具中压制0.5～1h，得到全豆腐乳白坯，将全豆腐乳白

坯切成小块豆腐晾干；

[0016] (10)发酵：将步骤(9)制好的小块豆腐，喷洒菌悬液，在40℃恒温无菌室中发酵24

～48h，让小块豆腐长出毛霉，发酵结束后自然降温到常温，装入消毒过的密封容器中，放入

冰箱冷藏12～15h，制成小块豆腐乳；

[0017] (11)腌制：将小块豆腐乳搓毛后，加入食盐腌制，加入小块豆腐乳重量的18～24％

的调味粉拌匀，喷洒玉米酒后，用辣椒油密封腌制，温度为25℃，腌制时间为一个月；

[0018] (12)装瓶：将腌制好的小块豆腐乳分装入灭菌后的甁内，甁内加入辣椒油，封盖，

包装得成品豆腐乳。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还包括夏季浸泡时间为8～10h，冬季浸泡时间为10h以

上，浸泡过程中每3h换一次浸泡水。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7)中所述食用消泡剂的加入量占大豆质量的0.3％。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1)中加入食盐腌制，使得小块豆腐乳食盐含量达到8～

10％。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玉米酒的喷洒量为小块豆腐乳重量的10～15％。

[0023] 进一步地，所述调味粉包括以下按重量份配比的原料：辣椒粉10～20份、胡椒粉2

～4份、味精2～3份、紫苏粉3～5粉、陈皮粉2～4份、豆蔻粉3～5粉以及花椒粉1～3份。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5] 本发明提供一种豆腐乳的制备方法，选用高蛋白、高油脂的大豆，营养成分高；本

发明制备工艺简单，豆渣经过蒸豆渣和细磨之后，与豆浆一起混合进行煮浆，充分利用了大

豆的原材料，而且制备出的全豆豆腐乳口感粗中带细，口感更好；小块豆腐发酵后先冷藏一

段时间，再腌制，锁住了豆腐的香味，口感更好；腌制中加入玉米酒和调味粉，玉米酒既能为

豆腐乳的增香，又有利于提高保存效果，调味粉调味，香味和口味合适，无需加卤水和汤汁，

因此不稀释豆腐乳的香味，也不会使豆腐乳长时间腌制而被卤水和汤汁泡发；本发明的豆

腐乳的制备方法，工艺简单，原料均为常见原料，便于规模化生产，适合推广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特征、优点能够更加的明显和易懂，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

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下面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非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豆腐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1)大豆选择：选择高蛋白、高油脂的大豆；

[0030] (2)浸泡：将选好的大豆用蒸馏水浸泡，大豆与蒸馏水的重量比为1:3；夏季浸泡时

间为8h，冬季浸泡时间为10h以上，浸泡过程中每3h换一次浸泡水；

[0031] (3)磨浆：将浸泡过的大豆去皮，向去皮大豆加入其质量8的蒸馏水混合，用磨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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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磨2遍，过滤，得到豆浆和豆渣；

[0032] (5)蒸豆渣：将得到的豆渣用纱布包裹，蒸锅蒸1.5h，在蒸豆渣的过程中，每隔0.5h

翻一下豆渣，确保豆渣受热均匀；

[0033] (6)细磨：将蒸熟的豆渣与豆浆混匀，用胶体磨细磨5遍，获得全豆豆浆；

[0034] (7)煮浆：将全豆豆浆大火加热，在全豆豆浆沸腾钱，加入食用消泡剂，食用消泡剂

的加入量占大豆质量的0.3％，继续加热至完全沸腾，持续5min；

[0035] (8)点脑、蹲脑：将煮浆后的全豆豆浆在恒温浴锅中维持80℃的恒定温度，匀速搅

拌下加入凝固剂为0.6mol/L的氯化镁溶液，搅拌方向固定朝一个方向搅拌，确保凝固剂与

豆浆均匀混合，完成点脑，继续保持恒定温度，静置20min，完成蹲脑，获得豆花；

[0036] (9)压制成型：将豆花倒入模具中压制0.5h，得到全豆腐乳白坯，将全豆腐乳白坯

切成小块豆腐晾干；

[0037] (10)发酵：将步骤(9)制好的小块豆腐，喷洒菌悬液，在40℃恒温无菌室中发酵

24h，让小块豆腐长出毛霉，发酵结束后自然降温到常温，装入消毒过的密封容器中，放入冰

箱冷藏12h，制成小块豆腐乳；

[0038] (11)腌制：将小块豆腐乳搓毛后，加入食盐腌制，使得小块豆腐乳食盐含量达到

8％，加入小块豆腐乳重量的18％的调味粉拌匀，喷洒玉米酒后，用辣椒油密封腌制，温度为

25℃，腌制时间为一个月；调味粉按重量份配比：辣椒粉15份、胡椒粉2份、味精3份、紫苏粉3

粉、陈皮粉2份、豆蔻粉3粉以及花椒粉2份。

[0039] (12)装瓶：将腌制好的小块豆腐乳分装入灭菌后的甁内，甁内加入辣椒油，封盖，

包装得成品豆腐乳。

[0040] 实施例2

[0041] 一种豆腐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大豆选择：选择高蛋白、高油脂的大豆；

[0043] (2)浸泡：将选好的大豆用蒸馏水浸泡，大豆与蒸馏水的重量比为1:3；夏季浸泡时

间为10h，冬季浸泡时间为10h以上，浸泡过程中每3h换一次浸泡水；

[0044] (3)磨浆：将浸泡过的大豆去皮，向去皮大豆加入其质量8的蒸馏水混合，用磨浆机

粗磨3遍，过滤，得到豆浆和豆渣；

[0045] (5)蒸豆渣：将得到的豆渣用纱布包裹，蒸锅蒸2h，在蒸豆渣的过程中，每隔0.5h翻

一下豆渣，确保豆渣受热均匀；

[0046] (6)细磨：将蒸熟的豆渣与豆浆混匀，用胶体磨细磨6遍，获得全豆豆浆；

[0047] (7)煮浆：将全豆豆浆大火加热，在全豆豆浆沸腾钱，加入食用消泡剂，食用消泡剂

的加入量占大豆质量的0.3％，继续加热至完全沸腾，持续6min；

[0048] (8)点脑、蹲脑：将煮浆后的全豆豆浆在恒温浴锅中维持80℃的恒定温度，匀速搅

拌下加入凝固剂为0.6mol/L的氯化镁溶液，搅拌方向固定朝一个方向搅拌，确保凝固剂与

豆浆均匀混合，完成点脑，继续保持恒定温度，静置30min，完成蹲脑，获得豆花；

[0049] (9)压制成型：将豆花倒入模具中压制0.5h，得到全豆腐乳白坯，将全豆腐乳白坯

切成小块豆腐晾干；

[0050] (10)发酵：将步骤(9)制好的小块豆腐，喷洒菌悬液，在40℃恒温无菌室中发酵

30h，让小块豆腐长出毛霉，发酵结束后自然降温到常温，装入消毒过的密封容器中，放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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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冷藏15h，制成小块豆腐乳；

[0051] (11)腌制：将小块豆腐乳搓毛后，加入食盐腌制，使得小块豆腐乳食盐含量达到

9％，加入小块豆腐乳重量的20％的调味粉拌匀，喷洒玉米酒后，用辣椒油密封腌制，温度为

25℃，腌制时间为一个月；调味粉按重量份配比：辣椒粉20份、胡椒粉2份、味精3份、紫苏粉5

粉、陈皮粉3份、豆蔻粉4粉以及花椒粉3份。

[0052] (12)装瓶：将腌制好的小块豆腐乳分装入灭菌后的甁内，甁内加入辣椒油，封盖，

包装得成品豆腐乳。

[0053] 实施例3

[0054] 一种豆腐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5] (1)大豆选择：选择高蛋白、高油脂的大豆；

[0056] (2)浸泡：将选好的大豆用蒸馏水浸泡，大豆与蒸馏水的重量比为1:3；夏季浸泡时

间为10h，冬季浸泡时间为10h以上，浸泡过程中每3h换一次浸泡水；

[0057] (3)磨浆：将浸泡过的大豆去皮，向去皮大豆加入其质量8的蒸馏水混合，用磨浆机

粗磨至少2遍，过滤，得到豆浆和豆渣；

[0058] (5)蒸豆渣：将得到的豆渣用纱布包裹，蒸锅蒸2h，在蒸豆渣的过程中，每隔0.5h翻

一下豆渣，确保豆渣受热均匀；

[0059] (6)细磨：将蒸熟的豆渣与豆浆混匀，用胶体磨细磨6遍，获得全豆豆浆；

[0060] (7)煮浆：将全豆豆浆大火加热，在全豆豆浆沸腾钱，加入食用消泡剂，食用消泡剂

的加入量占大豆质量的0.3％，继续加热至完全沸腾，持续8min；

[0061] (8)点脑、蹲脑：将煮浆后的全豆豆浆在恒温浴锅中维持80℃的恒定温度，匀速搅

拌下加入凝固剂为0.6mol/L的氯化镁溶液，搅拌方向固定朝一个方向搅拌，确保凝固剂与

豆浆均匀混合，完成点脑，继续保持恒定温度，静置30min，完成蹲脑，获得豆花；

[0062] (9)压制成型：将豆花倒入模具中压制1h，得到全豆腐乳白坯，将全豆腐乳白坯切

成小块豆腐晾干；

[0063] (10)发酵：将步骤(9)制好的小块豆腐，喷洒菌悬液，在40℃恒温无菌室中发酵

48h，让小块豆腐长出毛霉，发酵结束后自然降温到常温，装入消毒过的密封容器中，放入冰

箱冷藏15h，制成小块豆腐乳；

[0064] (11)腌制：将小块豆腐乳搓毛后，加入食盐腌制，使得小块豆腐乳食盐含量达到

10％，加入小块豆腐乳重量的24％的调味粉拌匀，喷洒玉米酒后，用辣椒油密封腌制，温度

为25℃，腌制时间为一个月；调味粉按重量份配比：辣椒粉20份、胡椒粉4份、味精3份、紫苏

粉5粉、陈皮粉3份、豆蔻粉3粉以及花椒粉2份。

[0065] (12)装瓶：将腌制好的小块豆腐乳分装入灭菌后的甁内，甁内加入辣椒油，封盖，

包装得成品豆腐乳。

[0066] 实施例4

[0067] 一种豆腐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8] (1)大豆选择：选择高蛋白、高油脂的大豆；

[0069] (2)浸泡：将选好的大豆用蒸馏水浸泡，大豆与蒸馏水的重量比为1:3；夏季浸泡时

间为10h，冬季浸泡时间为10h以上，浸泡过程中每3h换一次浸泡水；

[0070] (3)磨浆：将浸泡过的大豆去皮，向去皮大豆加入其质量8的蒸馏水混合，用磨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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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磨4遍，过滤，得到豆浆和豆渣；

[0071] (5)蒸豆渣：将得到的豆渣用纱布包裹，蒸锅蒸2h，在蒸豆渣的过程中，每隔0.5h翻

一下豆渣，确保豆渣受热均匀；

[0072] (6)细磨：将蒸熟的豆渣与豆浆混匀，用胶体磨细磨7遍，获得全豆豆浆；

[0073] (7)煮浆：将全豆豆浆大火加热，在全豆豆浆沸腾钱，加入食用消泡剂，食用消泡剂

的加入量占大豆质量的0.3％，继续加热至完全沸腾，持续6min；

[0074] (8)点脑、蹲脑：将煮浆后的全豆豆浆在恒温浴锅中维持80℃的恒定温度，匀速搅

拌下加入凝固剂为0.6mol/L的氯化镁溶液，搅拌方向固定朝一个方向搅拌，确保凝固剂与

豆浆均匀混合，完成点脑，继续保持恒定温度，静置30min，完成蹲脑，获得豆花；

[0075] (9)压制成型：将豆花倒入模具中压制1h，得到全豆腐乳白坯，将全豆腐乳白坯切

成小块豆腐晾干；

[0076] (10)发酵：将步骤(9)制好的小块豆腐，喷洒菌悬液，在40℃恒温无菌室中发酵

48h，让小块豆腐长出毛霉，发酵结束后自然降温到常温，装入消毒过的密封容器中，放入冰

箱冷藏15h，制成小块豆腐乳；

[0077] (11)腌制：将小块豆腐乳搓毛后，加入食盐腌制，使得小块豆腐乳食盐含量达到

10％，加入小块豆腐乳重量的21％的调味粉拌匀，喷洒玉米酒后，用辣椒油密封腌制，温度

为25℃，腌制时间为一个月；调味粉按重量份配比：辣椒粉15份、胡椒粉2份、味精2份、紫苏

粉4粉、陈皮粉2份、豆蔻粉3粉以及花椒粉2份。

[0078] (12)装瓶：将腌制好的小块豆腐乳分装入灭菌后的甁内，甁内加入辣椒油，封盖，

包装得成品豆腐乳。

[0079] 上述虽然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

制，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不需要付

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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