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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发酵性火锅底料及其制

备方法。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制备香辛

豆瓣；(2)将牛油升温至120～130℃，然后加入姜

和洋葱，再加入香辛豆瓣酱炒制；(3)加入花椒，

炒至110～115℃时，加入纯净水，继续升温炒至

125～130℃，然后加入膏类混合物，搅拌1～

2min；(4)焖制12～15h即可。本发明制备的发酵

性火锅底料具有良好的发酵特性，原料的辣椒色

素，香料中的芳香物质等充分发挥，并使物料中

的氨基酸、肽类等营养物质充分吸收发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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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酵性火锅底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牛油80～100份、起酥油10～20份、红花椒5～10份、姜1～5份、洋葱5～10份、膏类混合

物0.5～5份、火锅精油0.5～5份、香辛豆瓣酱30～40份、冰糖0.5～5份、白酒0.5～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酵性火锅底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膏类混合物包括重量比为

1～2:0.5～2的乙基麦芽酚和鸡肉味膏状调味料。

3.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发酵性火锅底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于85～90℃蒸煮蚕豆30～60s，冷却至38～40℃，加入小麦粉、菌种混匀，于38±2

℃，培育6天，然后置于入36～38℃恒温培养池，加入盐和水培养3～4个月；

所述蚕豆、小麦粉和水的重量比为4:1～2:6～9；所述菌种的接种量为蚕豆重量的千分

之0.5～1.0；

(2)将鲜辣椒粉碎过筛，然后加盐，于常温环境中腌制10～15个月，再加入步骤(1)所得

产物、干辣椒以及水，翻晒6～12个月，每天早晚各一次，制得辣椒酱；

所述鲜辣椒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0～55％；步骤(1)所得产物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5

～20％；盐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5～20％；干辣椒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10％；

(3)将干辣椒粉碎为节或块状，加入步骤(2)制备得到的辣椒酱，再加入豆豉、豆母子、

食盐、水，混合搅拌10天，然后加入香辛料搅拌5～20天，每天翻晒，制得香辛豆瓣酱；

所述辣椒酱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0～20％；豆豉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0.5～5％；盐用

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10％；豆母子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0.5～5％；干辣椒和香辛料用量为

混合物总重的50～70％；

(4)将牛油和起酥油混合，升温至120～130℃，然后加入姜和洋葱，炒至110～115℃，加

入香辛豆瓣酱，炒至103～105℃时，继续加入香辛豆瓣酱，炒至100～103℃时，再次加入香

辛豆瓣酱，炒料并升温至106～107℃；

(5)向步骤(4)所得产物中加入花椒，炒至110～115℃时，加入纯净水，继续升温炒至

125～130℃，然后加入膏类混合物，搅拌1～2min；

(6)使步骤(5)所得产物焖制12～15h即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添加香辛豆瓣酱的温

度分别为：112℃、103℃和103℃。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香辛料包括八角、桂皮、草果、香

叶和小茴香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炒至110℃时，加入纯

净水；炒至125℃时，加入膏类混合物。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7)，焖制12～15h后离心

分离，分别收集分离得到的牛油和料渣，得到牛油包；再重复步骤(1)～(6)，制得与牛油包

配合的酱料包。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鲜辣椒包括二荆条、铁板椒、红龙

中的至少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干辣椒包括印度椒、红龙、新一

代、铁皮、天阴椒中的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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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发酵性火锅底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发酵性火锅底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发酵是人们利用有益微生物加工制造的一类食品，发酵食品具有独特的风味。发

酵食品已经成为食品工业中的重要分支就广义而言；凡是利用微生物的作用制取的食品都

可称为发酵食品。功能性发酵食品主要是以高新生物技术(包括发酵法、酶法)制取的具有

某种生理活性的物质生产出能调节机体生理功能的食品。发酵食品因在食品加工过程中有

微生物参与作用，进而可以形成一些特异性营养因子。但发酵产品运用泡菜、酱油、食醋、豆

豉等调味品单一产品，未进行多元化及火锅底料应用推广。

[0003] 火锅底料起源于川渝地区，名至大街小巷，主要以油脂与农副产品为基础生产加

工，近年由于消费水平及产业认知的情况改变，以前的手工改变为工厂化生产；但保留老火

锅风味的质量有所改变；在量化生产的同时，所有基础原料的物质发挥，香味融合都大量损

失；应用过程中油色浑浊，从而无法达到火锅底料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发酵性火锅底料及其制备方法，本

发明制备的发酵性火锅底料具有良好的发酵特性，原料的辣椒色素，香料中的芳香物质等

充分发挥，并使物料中的氨基酸、肽类等营养物质被充分吸收，发挥其功效。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发酵性火锅底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07] 牛油80～100份、起酥油10～20份、红花椒5～10份、姜1～5份、洋葱5～10份、膏类

混合物0.5～5份、火锅精油0.5～5份、香辛豆瓣酱30～40份、冰糖0.5～5份、白酒0.5～5份。

[0008] 上述发酵性火锅底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于85～90℃蒸煮蚕豆30～60s，冷却至38～40℃，加入小麦粉、菌种混匀，于38

±2℃，培育6天，然后置于入36～38℃恒温培养池，加入盐和水培养3～4个月；

[0010] 蚕豆、小麦粉和水的重量比为4:1～2:6～9；菌种的接种量为蚕豆重量的千分之

0.5～1.0；菌种为酵母菌或米曲；

[0011] (2)将鲜辣椒粉碎过筛，然后加盐，于常温环境中腌制10～15个月，再加入步骤(1)

所得产物、干辣椒以及水，翻晒6～12个月，每天早晚各一次，制得辣椒酱；

[0012] 鲜辣椒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0～55％；步骤(1)所得产物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5

～20％；盐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5～20％；干辣椒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10％；

[0013] (3)将干辣椒粉碎为节或块状，加入步骤(2)制备得到的辣椒酱，再加入豆豉、豆母

子、食盐、水，混合搅拌10天，然后加入香辛料搅拌5～20天，每天翻晒，制得香辛豆瓣酱；

[0014] 辣椒酱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0～20％；豆豉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0.5～5％；盐用

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10％；豆母子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0.5～5％；干辣椒和香辛料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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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总重的50～70％；

[0015] (4)将牛油和起酥油混合，升温至120～130℃，然后加入姜和洋葱，炒至110～115

℃，加入香辛豆瓣酱，炒至103～105℃时，继续加入香辛豆瓣酱，炒至100～103℃时，再次加

入香辛豆瓣酱，炒料并升温至106～107℃；

[0016] (5)向步骤(4)所得产物中加入花椒，炒至110～115℃时，加入纯净水，继续升温炒

至125～130℃，然后加入膏类混合物，搅拌1～2min；

[0017] (6)使步骤(5)所得产物焖制12～15h即可。

[0018] 进一步地，步骤(4)中添加香辛豆瓣酱的温度分别为：112℃、103℃和103℃。

[0019] 进一步地，步骤(5)中炒至110℃时，加入纯净水；炒至125℃时，加入膏类混合物。

[0020] 进一步地，步骤(4)中三次添加的香辛豆瓣酱的用量比例为0.5～1:1～2:0.5～2。

[0021] 进一步地，步骤(4)中三次添加的香辛豆瓣酱的用量比例为0.5:1:0.8。

[0022] 进一步地，还包括步骤(7)，焖制12～15h后离心分离，分别收集分离得到的牛油和

料渣，得到牛油包；再重复步骤(1)～(6)，制得与牛油包配合的酱料包。

[0023] 进一步地，鲜辣椒包括但不限于二荆条、铁板椒、红龙等。

[0024] 进一步地，干辣椒包括但不限于印度椒、红龙、新一代、铁皮、天阴椒等。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6] 1、本发明的发酵性火锅底料具有良好的发酵特性，原料的辣椒色素，香料中的芳

香物质充分发挥，生产调配过程中物料中和使其氨基酸、肽类物质充分发挥。老火锅风味，

油色红亮，久煮1小时不混汤。

[0027] 2、本发明通过三次阶段发酵的方法来制备香辛豆瓣，制备得到的香辛豆瓣具有更

好的风味和口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后续发酵性火锅底料的风味、口感，使其接受度更广更

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描述，以便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理解本发

明，但应该清楚，本发明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的范围，对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只要各种变化在所附的权利要求限定和确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这些变化是显而易

见的，一切利用本发明构思的发明创造均在保护之列。

[0029] 实施例1

[0030] 1、原料验收

[0031] (1)牛油验收：牛油应具有本身的色泽，凝固时呈乳白色至淡黄色，有光泽；融化时

微黄色，清澈、透明。具有特有的牛膻味，纯正、无异味，无肉眼可见杂质和黑点，融化时不允

许有沉淀物和其他杂质。每批到货牛油应持有出厂检验报告，否则拒收。

[0032] (2)大豆油验收：清澈、透明，微黄色。无异味，无肉眼可见杂质和黑点。每批到货大

豆油应持有出厂检验报告，否则拒收。

[0033] (3)大豆油/牛油储存：经验收合格的大豆油/牛油箱装或桶装产品直接存放在原

料库中，若散装大豆油应储存在原油储存罐中。并保持必要的防护措施如标识、防护、监控

等。

[0034] (4)脱包：对牛油，大豆油进行脱包，并保持必要的防护措施如标识、防护、监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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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5)包材验收：感官特性等指标应严格按照包材验收标准实施验收，感官特性不符

合要求的产品应作退货处理。每年向供应商索要第三方检验报告，每批到货应携带出厂检

验报告，否则应拒收。

[0036] (6)香辛料验收：香辛料应具有本身应具有的特点；验收应严格执行原料验收标

准。

[0037] (7)辣椒验收：要求感官、理化指标应符合辣椒节验收标准，每年向供应商索要一

次第三方检验报告。无最新检验报告、感官指标不合格的辣椒拒收。

[0038] (8)生鲜蔬果料验收：生鲜蔬果应新鲜，清除了大部分泥土，老叶、黄叶根须、腐烂

等，表面干净，验收应严格执行原料验收标准；

[0039] (9)其他辅料验收：包装完好，具有合格证，验收应严格执行原料验收标准。

[0040] (10)豆瓣等辅料验收：包装完好，具有合格证，验收应严格执行原料验收标准。

[0041] 实施例2

[0042] 一种发酵性火锅底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牛油80份、起酥油20份、红花椒10

份、姜5份、洋葱10份、膏类混合物5份、火锅精油5份、香辛豆瓣酱40份、冰糖5份、白酒5份。

[0043] 膏类混合物包括重量比为1:2的乙基麦芽酚和鸡肉味膏状调味料。

[0044] 一种发酵性火锅底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5] (1)称取200kg蚕豆，60kg小麦粉，25kg盐，酵母菌的用量为蚕豆用量的千分之0.5，

400kg水；

[0046] 将蚕豆置于85～90℃的环境中蒸煮30～60s，然后冷却5min，使其温度降至38～40

℃，加入小麦粉和酵母菌，于38±2℃的曲床中培育6天，然后置于36～38℃恒温培养池，加

入盐和水培养3～4个月；

[0047] (2)将鲜辣椒粉碎过筛，筛孔孔径为20mm，然后加盐，置于地窖中，常温腌制10～15

个月，再加入步骤(1)所得产物、干辣椒以及水，翻晒6～12个月，每天早晚各一次，制得辣椒

酱；

[0048] 鲜辣椒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0～55％；步骤(1)所得产物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5

～20％；盐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5～20％；干辣椒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10％；

[0049] (3)将干辣椒粉碎为节或块状，加入步骤(2)制备得到的辣椒酱，再加入豆豉、豆母

子、食盐、水，混合搅拌10天，然后加入香辛料搅拌5～20天，每天翻晒，制得香辛豆瓣酱；

[0050] 辣椒酱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0～20％；豆豉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0.5～5％；盐用

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10％；豆母子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0.5～5％；干辣椒和香辛料用量为

混合物总重的50～70％；

[0051] (4)炒制：按炒料工艺要求，将牛油和起酥油混合后，使油温升到规定温度120‑130

℃，按顺序依次下料，先加入冰糖、姜、洋葱炒至112℃，再加入发酵好的香辛豆瓣酱，香辛豆

瓣酱分三次下(将姜、洋葱炒至112度时第一次加入香辛豆瓣酱，炒至103℃时第二次放入香

辛豆瓣酱，炒至103℃时第三次放入香辛豆瓣酱)，当料温升到106‑107℃时放入花椒，炒至

110℃时加入15斤纯净水，炒至125℃时关火放入膏类混合物和白酒搅拌1‑2分钟后起锅焖

制，整锅炒制时间不低于90分钟。注意炒制过程保持中火，保持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注意

监控物料的色泽、气味和口味变化。

[0052] (5)油料焖罐：炒制好的油料焖制在保温焖罐中(焖制1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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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6)离心分离:焖制好的牛油料趁热泵入离心分离机中进行油渣分离。分离出来的

油进入包装暂存罐待用。料渣作为废料卖掉。清油料对离心温度不做要求。

[0054] (7)重复上述步骤(1)～(5)，制备得到酱料。

[0055] (8)计量灌装：应趁热灌装(酱料包装温度不低于80℃，2小时内完成包装，牛油底

料包装温度不低于70℃)，灌装过程中按包装规格要求调节计量。每10袋需称量一次，以防

止重量发生偏移，按计量标准范围执行产品计量。

[0056] (9)封口时打印生产日期，要求日期、封口密封程度执行首包检查，合格后方可批

量生产。封口要求严密，平整，美观，无泄漏‘’

[0057] (10)冷却：包装好后的产品贴好标签，摆放平整，进入冷却隧道。牛油火锅底料需

要冷冻成型。

[0058] (11)装箱：已冷冻成型的产品检查袋口是否整齐、干净，日期是否清晰准确完整。

检查无误后整齐装入包装箱内，数量准确，无多装漏装现象发生。装箱时注意贴标签一面统

一朝上，包装箱与产品标识、合格证对应。堆码整齐，待入库。

[0059] (12)检验入库：产品检验应严格按照产品检验标准要求取样检验。经检验合格后

的产品，开具入库单，正常入库。储存过程中的产品应保持离地离墙，注意卫生防护。

[0060] (13)仓储：货物在成品库房进行仓储，过程中做好离墙离地，卫生及虫鼠害防护，

以及标识。

[0061] 实施例3

[0062] 一种发酵性火锅底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牛油100份、起酥油20份、红花椒5

份、姜1份、洋葱5份、膏类混合物0.5份、火锅精油0.5份、香辛豆瓣酱30份、冰糖0.5份、白酒

0.5份。

[0063] 膏类混合物包括重量比为1:0.5的乙基麦芽酚和鸡肉味膏状调味料。

[0064] 一种发酵性火锅底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5] (1)称取400kg蚕豆，120kg小麦粉，50kg盐，酵母菌的用量为蚕豆用量的千分之

0.5，800kg水；

[0066] 将蚕豆置于85～90℃的环境中蒸煮30～60s，然后冷却5min，使其温度降至38～40

℃，加入小麦粉和酵母菌，于38±2℃的曲床中培育6天，然后置于36～38℃恒温培养池，加

入盐和水培养3～4个月；

[0067] (2)将鲜辣椒粉碎过筛，筛孔孔径为20mm，然后加盐，置于地窖中，常温腌制10～15

个月，再加入步骤(1)所得产物、干辣椒以及水，翻晒6～12个月，每天早晚各一次，制得辣椒

酱；

[0068] 鲜辣椒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0～55％；步骤(1)所得产物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5

～20％；盐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5～20％；干辣椒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10％；

[0069] (3)将干辣椒粉碎为节或块状，加入步骤(2)制备得到的辣椒酱，再加入豆豉、豆母

子、食盐、水，混合搅拌10天，然后加入香辛料搅拌5～20天，每天翻晒，制得香辛豆瓣酱；

[0070] 辣椒酱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0～20％；豆豉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0.5～5％；盐用

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10％；豆母子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0.5～5％；干辣椒和香辛料用量为

混合物总重的50～70％；

[0071] (4)炒制：按炒料工艺要求，将牛油和起酥油混合后，使油温升到规定温度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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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顺序依次下料，先加入冰糖、姜、洋葱炒至112℃，再加入发酵好的香辛豆瓣酱，香辛豆

瓣酱分三次下(将姜、洋葱炒至112度时第一次加入香辛豆瓣酱，炒至103℃时第二次放入香

辛豆瓣酱，炒至103℃时第三次放入香辛豆瓣酱)，当料温升到106‑107℃时放入花椒，炒至

110℃时加入15斤纯净水，炒至125℃时关火放入膏类混合物和白酒搅拌1‑2分钟后起锅焖

制，整锅炒制时间不低于90分钟。注意炒制过程保持中火，保持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注意

监控物料的色泽、气味和口味变化。

[0072] (5)油料焖罐：炒制好的油料焖制在保温焖罐中(焖制12小时).

[0073] (6)离心分离:焖制好的牛油料趁热泵入离心分离机中进行油渣分离。分离出来的

油进入包装暂存罐待用。料渣作为废料卖掉。清油料对离心温度不做要求。

[0074] (7)重复上述步骤(1)～(5)，制备得到酱料。

[0075] (8)计量灌装：应趁热灌装(酱料包装温度不低于80℃，2小时内完成包装，牛油底

料包装温度不低于70℃)，灌装过程中按包装规格要求调节计量。每10袋需称量一次，以防

止重量发生偏移，按计量标准范围执行产品计量。

[0076] (9)封口时打印生产日期，要求日期、封口密封程度执行首包检查，合格后方可批

量生产。封口要求严密，平整，美观，无泄漏‘’

[0077] (10)冷却：包装好后的产品贴好标签，摆放平整，进入冷却隧道。牛油火锅底料需

要冷冻成型。

[0078] (11)装箱：已冷冻成型的产品检查袋口是否整齐、干净，日期是否清晰准确完整。

检查无误后整齐装入包装箱内，数量准确，无多装漏装现象发生。装箱时注意贴标签一面统

一朝上，包装箱与产品标识、合格证对应。堆码整齐，待入库。

[0079] (12)检验入库：产品检验应严格按照产品检验标准要求取样检验。经检验合格后

的产品，开具入库单，正常入库。储存过程中的产品应保持离地离墙，注意卫生防护。

[0080] (13)仓储：货物在成品库房进行仓储，过程中做好离墙离地，卫生及虫鼠害防护，

以及标识。

[0081] 实施例4

[0082] 一种发酵性火锅底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牛油90份、起酥油15份、红花椒6

份、姜2份、洋葱5份、膏类混合物2份、火锅精油1份、香辛豆瓣酱30份、冰糖2份、白酒3份。

[0083] 膏类混合物包括重量比为2:0.5的乙基麦芽酚和鸡肉味膏状调味料。

[0084] 一种发酵性火锅底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5] (1)称取300kg蚕豆，90kg小麦粉，37.5kg盐，酵母菌的用量为蚕豆用量的千分之

0.5，600kg水；

[0086] 将蚕豆置于85～90℃的环境中蒸煮30～60s，然后冷却5min，使其温度降至38～40

℃，加入小麦粉和酵母菌，于38±2℃的曲床中培育6天，然后置于36～38℃恒温培养池，加

入盐和水培养3～4个月；

[0087] (2)将鲜辣椒粉碎过筛，筛孔孔径为20mm，然后加盐，置于地窖中，常温腌制10～15

个月，再加入步骤(1)所得产物、干辣椒以及水，翻晒6～12个月，每天早晚各一次，制得辣椒

酱；

[0088] 鲜辣椒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0～55％；步骤(1)所得产物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5

～20％；盐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5～20％；干辣椒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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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3)将干辣椒粉碎为节或块状，加入步骤(2)制备得到的辣椒酱，再加入豆豉、豆母

子、食盐、水，混合搅拌10天，然后加入香辛料搅拌5～20天，每天翻晒，制得香辛豆瓣酱；

[0090] 辣椒酱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10～20％；豆豉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0.5～5％；盐用

量为混合物总重的5～10％；豆母子用量为混合物总重的0.5～5％；干辣椒和香辛料用量为

混合物总重的50～70％；

[0091] (4)炒制：按炒料工艺要求，将牛油和起酥油混合后，使油温升到规定温度120‑130

℃，按顺序依次下料，先加入冰糖、姜、洋葱炒至112℃，再加入发酵好的香辛豆瓣酱，香辛豆

瓣酱分三次下(将姜、洋葱炒至112度时第一次加入香辛豆瓣酱，炒至103℃时第二次放入香

辛豆瓣酱，炒至103℃时第三次放入香辛豆瓣酱)，当料温升到106‑107℃时放入花椒，炒至

110℃时加入15斤纯净水，炒至125℃时关火放入膏类混合物和白酒搅拌1‑2分钟后起锅焖

制，整锅炒制时间不低于90分钟。注意炒制过程保持中火，保持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注意

监控物料的色泽、气味和口味变化。

[0092] (5)油料焖罐：炒制好的油料焖制在保温焖罐中(焖制12小时).

[0093] (6)离心分离:焖制好的牛油料趁热泵入离心分离机中进行油渣分离。分离出来的

油进入包装暂存罐待用。料渣作为废料卖掉。清油料对离心温度不做要求。

[0094] (7)重复上述步骤(1)～(5)，制备得到酱料。

[0095] (8)计量灌装：应趁热灌装(酱料包装温度不低于80℃，2小时内完成包装，牛油底

料包装温度不低于70℃)，灌装过程中按包装规格要求调节计量。每10袋需称量一次，以防

止重量发生偏移，按计量标准范围执行产品计量。

[0096] (9)封口时打印生产日期，要求日期、封口密封程度执行首包检查，合格后方可批

量生产。封口要求严密，平整，美观，无泄漏‘’

[0097] (10)冷却：包装好后的产品贴好标签，摆放平整，进入冷却隧道。牛油火锅底料需

要冷冻成型。

[0098] (11)装箱：已冷冻成型的产品检查袋口是否整齐、干净，日期是否清晰准确完整。

检查无误后整齐装入包装箱内，数量准确，无多装漏装现象发生。装箱时注意贴标签一面统

一朝上，包装箱与产品标识、合格证对应。堆码整齐，待入库。

[0099] (12)检验入库：产品检验应严格按照产品检验标准要求取样检验。经检验合格后

的产品，开具入库单，正常入库。储存过程中的产品应保持离地离墙，注意卫生防护。

[0100] (13)仓储：货物在成品库房进行仓储，过程中做好离墙离地，卫生及虫鼠害防护，

以及标识。

[0101] 实施例5

[0102] 分别在西安、重庆、济南和成都4个城市各随机调研100人，对实施例2制备的该发

酵性火锅底料香味、麻味、辣味、鲜味和口感进行评分，其评价标准为：

[0103] 十分非常喜欢为5分；喜欢为4分；一般为3分；不喜欢为2分；十分不喜欢为1分。

[0104] 统计结果为95％的人喜欢或十分喜欢本发明制备得到的发酵性火锅底料的香味；

78％的人喜欢或十分喜欢该发酵性火锅底料的麻味；85％的人喜欢或十分喜欢该发酵性火

锅底料的辣味；90％的人喜欢或十分喜欢该发酵性火锅底料的鲜味；94％的人喜欢或十分

喜欢该发酵性火锅底料的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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