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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枸杞果肉豆腐及其制备

方法，枸杞果肉豆腐包括以下原料：黄豆，水，枸

杞果肉和卤水。所述制备方法包括预处理枸杞干

果，得到枸杞果肉；预处理黄豆，得到豆腐脑；将

所述枸杞果肉与所述豆腐脑混合压榨30min，得

到枸杞果肉豆腐。本申请利用枸杞干果，经过特

殊工艺复水保鲜后，果肉具有一定韧性，通过破

壁技术，将枸杞破壁粉碎成絮状果肉添加到豆腐

脑中，使枸杞果肉与豆腐凝胶有机结合在一起，

形成有机枸杞果肉豆腐。枸杞果肉豆腐从外表可

直观看见枸杞果肉和枸杞籽，豆腐表面充满枸杞

果肉，枸杞豆腐具有豆制品原有的形状，并且具

有一定色彩，增添了枸杞特有的口感和营养，为

百姓餐桌提供新型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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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枸杞果肉豆腐，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原料：黄豆，水，枸杞果肉和卤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枸杞果肉豆腐，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30份

黄豆，30份水，10份枸杞果肉和0.3份卤水。

3.一种枸杞果肉豆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预处理枸杞干果，得到枸杞果肉；

预处理黄豆，得到豆腐脑；

将所述枸杞果肉与所述豆腐脑混合压榨30min，得到枸杞果肉豆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预处理枸杞，得到枸杞果肉的步骤，包括：

用水浸泡枸杞干果，调节pH，浸泡20h；

利用组织破壁机横切粉碎浸泡完成的枸杞干果，得到枸杞果肉。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pH为调节pH至6.8。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预处理黄豆，得到豆腐脑的步骤，包括：

用水浸泡黄豆6-12h；

研磨浸泡后的黄豆；

过滤研磨后的黄豆，得到豆浆，煮制所述豆浆；

用卤水点制煮制后的豆浆；

蹲脑使点制后的豆浆形成豆腐脑。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黄豆与水的重量比是1:5。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豆浆的出浆率为1:8。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煮制的方式为蒸汽加热，所述蒸汽加

热的时间为12-15min。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卤水点制煮制后的豆浆中，所述卤

水的重量为所述煮制后的豆浆重量的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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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枸杞果肉豆腐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食品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枸杞果肉豆腐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豆腐营养丰富，含有铁、钙、磷等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还含有糖类、植物油和

丰富的优质蛋白，素有“植物肉”之美称。豆腐的消化吸收率达95％以上。豆腐又是植物食物

蛋白含量较高的，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动物食物缺乏的不饱和脂肪酸，卵磷

脂等。因此，常吃豆腐可以保护肝脏，促进机体代谢，增加免疫力并且有解毒作用。

[0003] 豆腐作为药食兼备的食品，具有补气、补虚等多方面的功能。现代医学证实，豆腐

除有增加营养、帮助消化、增进食欲的功能外，对齿、骨髓的生长发育也颇为有益，在造血功

能中可增加血液中铁的含量：豆腐不含胆固醇，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症及动脉硬化、

冠心病患者的药膳佳肴。也是儿童、病弱者及老年人补充营养的食疗佳品。豆腐含有丰富的

植物雌激素，对防治骨质疏松症有良好的作用。还有抑制乳腺癌、前列腺癌及血癌的功能。

但现有豆腐的口味和营养较为单一。

发明内容

[0004] 本申请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枸杞果肉豆腐及其制备方法，以解决现有现有豆腐的

口味和营养单一的问题。

[0005] 一方面，根据本申请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枸杞果肉豆腐，包括以下原料：黄豆，

水，枸杞果肉和卤水。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枸杞果肉豆腐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30份黄豆，30份水，10份

枸杞果肉和0.3份卤水。

[0007] 另一方面，根据本申请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枸杞果肉豆腐的制备方法，包括：

[0008] 预处理枸杞干果，得到枸杞果肉；

[0009] 预处理黄豆，得到豆腐脑；

[0010] 将所述枸杞果肉与所述豆腐脑混合压榨30min，得到枸杞果肉豆腐。

[0011] 进一步地，预处理枸杞，得到枸杞果肉的步骤，包括：

[0012] 用水浸泡枸杞干果，调节pH，浸泡20h；

[0013] 利用组织破壁机横切粉碎浸泡完成的枸杞干果，得到枸杞果肉。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调节pH为调节pH至6.8。

[0015] 进一步地，预处理黄豆，得到豆腐脑的步骤，包括：

[0016] 用水浸泡黄豆6-12h；

[0017] 研磨浸泡后的黄豆；

[0018] 过滤研磨后的黄豆，得到豆浆，煮制所述豆浆；

[0019] 用卤水点制煮制后的豆浆；

[0020] 蹲脑使点制后的豆浆形成豆腐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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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进一步地，黄豆与水的重量比是1:5。

[0022] 进一步地，所述豆浆的出浆率为1:8。

[0023] 进一步地，所述煮制的方式为蒸汽加热，所述蒸汽加热的时间为12-15min。

[0024] 进一步地，所述用卤水点制煮制后的豆浆中，所述卤水的重量为所述煮制后的豆

浆重量的0.3％。

[0025]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知，本申请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枸杞果肉豆腐及其制备方法，

枸杞果肉豆腐包括以下原料：黄豆，水，枸杞果肉和卤水。所述制备方法包括预处理枸杞干

果，得到枸杞果肉；预处理黄豆，得到豆腐脑；将所述枸杞果肉与所述豆腐脑混合压榨

30min，得到枸杞果肉豆腐。本申请利用枸杞干果，经过特殊工艺复水保鲜后，果肉具有一定

韧性，通过破壁技术，将枸杞破壁粉碎成絮状果肉添加到豆腐脑中，使枸杞果肉与豆腐凝胶

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有机枸杞果肉豆腐。枸杞果肉豆腐从外表可直观看见枸杞果肉和枸

杞籽，豆腐表面充满枸杞果肉，枸杞豆腐具有豆制品原有的形状，并且具有一定色彩，增添

了枸杞特有的口感和营养，为百姓餐桌提供了新型食材。

附图说明

[002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申请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27] 图1为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示出的一种枸杞果肉豆腐制备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根据本申请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枸杞果肉豆腐，包括以下原料：黄豆，水，枸杞果

肉和卤水。

[0029] 枸杞果肉是通过用水浸泡枸杞干果，调节pH，浸泡20h；利用组织破壁机横切粉碎

浸泡完成的枸杞干果得到的。枸杞作为我国传统名贵药材，富含枸杞多糖、甜菜碱、叶黄素

等多种有效成分，具有补肾益精，养肝明目，补血安神，生津止渴，润肺止咳等功效作用。其

中，枸杞多糖是枸杞子调节免疫、延缓衰老的主要活性成分，可改善老年人易疲劳、食欲不

振和视力模糊等症状，并具有降血脂、抗脂肪肝、抗衰老等作用。

[0030] 卤水的学名为盐卤，是氯化镁、硫酸镁和氯化钠的混合物。卤水点豆腐的原理是因

为，豆腐的原料黄豆富含蛋白质，蛋白质含量36％～40％，经水浸、磨浆、除渣、加热，得到的

蛋白质的胶体(一种介于溶液和悬浊液、乳浊液之间的混合物)。点豆腐就是设法使蛋白质

发生凝聚而与水分离。盐卤是结晶氯化镁的水溶液，属电解质溶液，可以中和胶体微粒表面

吸附的离子的电荷，使蛋白质分子凝聚起来得到豆腐。

[0031] 进一步地，所述枸杞果肉豆腐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30份黄豆，30份水，10份

枸杞果肉和0.3份卤水。经大量实践表明，由以上重量份数的原料制作成的枸杞果肉豆腐杞

果肉豆腐从外表可直观看见枸杞果肉和枸杞籽，豆腐表面充满枸杞果肉，枸杞豆腐具有豆

制品原有的形状，并且具有一定色彩，并增添枸杞特有的口感。

[0032]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知，本申请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枸杞果肉豆腐，包括以下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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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豆，水，枸杞果肉和卤水。枸杞作为一种药食用于食品原料添加到豆腐中，因为枸杞籽中

含有枸杞多糖、多种氨基酸、并含有甜苯碱、牛磺酸、类黄酮、类胡萝卜素、营业质玉米黄质等

特殊营养成分，添加到豆腐中后提高其营养价值。将枸杞破壁粉碎成絮状果肉添加到豆腐

脑中，使枸杞果肉与豆腐凝胶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有机枸杞果肉豆腐。枸杞果肉豆腐从外

表可直观看见枸杞果肉和枸杞籽，豆腐表面充满枸杞果肉，枸杞豆腐具有豆制品原有的形

状，并且具有一定色彩，增添了枸杞特有的口感和营养。

[0033] 参阅图1，根据本申请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枸杞果肉豆腐的制备方法，包括：

[0034] 步骤S1、预处理枸杞干果，得到枸杞果肉；

[0035] 步骤S2、预处理黄豆，得到豆腐脑；

[0036] 步骤S3、将所述枸杞果肉与所述豆腐脑混合压榨30min，得到枸杞果肉豆腐。

[0037] 豆腐脑中保持有许多水分，因而强度小，易破碎，不能被切成块。压榨就是将柔嫩

的豆腐脑转变成具有一定强度的豆腐。

[0038] 现有技术中枸杞与黄豆一起打浆制作枸杞豆腐，枸杞全部打成了枸杞汁，而且枸

杞籽、枸杞果肉也随着豆渣一起变成了废物，基本上存在不了多少枸杞的营养成分；现有技

术中在豆浆中加入枸杞，加多了成本太高，无法售卖，加少了根本看不见枸杞。而本申请是

在豆腐制作过程中的最后一道工序上添加pH在6.8的中性枸杞果肉组织，此时添加一方面

使枸杞果肉与豆腐脑能充分混合均匀，外观明显能看到枸杞果肉的存在，另一方面枸杞本

身的各种营养成分最大限度的保留下来，而且不影响豆腐的成型，也不会破坏豆腐的韧性。

[0039] 进一步地，预处理枸杞，得到枸杞果肉的步骤，包括：

[0040] 用水浸泡枸杞干果，调节pH，浸泡20h；

[0041] 浸泡枸杞时间20小时使枸杞充分复原，时间过短枸杞浸泡不充分，时间过长则容

易泡烂。

[0042] 利用组织破壁机横切粉碎浸泡完成的枸杞干果，得到枸杞果肉。

[0043] 横切的目的是为保留枸杞果肉组织结构，能够明显看出来枸杞的存在。

[0044] 进一步地，所述调节pH为调节pH至6.8。

[0045] pH值控制在6.8是为了使枸杞组织呈现中性，从而不会影响豆腐脑的成型。豆腐中

加入枸杞果肉，如果此时枸杞果肉呈酸性，会影响豆腐的整体结构，而通过调节枸杞果肉内

的pH为6.8，基本是中性的，从而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添加枸杞果肉是在豆腐上模成型之

前，经过多次试验证明，这种添加方法不会影响豆腐的组织结构，也不会出现切完后破碎的

现象。

[0046] pH值控制在6.8是为了使枸杞组织呈现中性，从而不会影响豆腐脑的成型。

[0047] 进一步地，预处理黄豆，得到豆腐脑的步骤，包括：

[0048] 用水浸泡黄豆6-12h；

[0049] 冬季黄豆浸泡时间为10-12小时，夏季黄豆浸泡时间为6-8小时

[0050] 研磨浸泡后的黄豆；

[0051] 过滤研磨后的黄豆，得到豆浆，煮制所述豆浆；

[0052] 煮浆后由于变性，大豆蛋白质的肤链由有序的球状结构转向无序伸展的线性结构

而形成凝胶原。另外，大豆蛋白质在煮浆后相对分子质量增大。在煮浆过程中肤链间发生了

缔合作用。巨大的分子及其线性的伸展结构有利于大豆蛋白质分子交联形成牢固的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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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为后面的凝固成型打下基础。

[0053] 用卤水点制煮制后的豆浆；

[0054] 卤水不但可以破坏蛋白质分子间的水化膜和双层电，而且可以使蛋白质分子间通

过镁桥相互连接起来。通过这两方面的作用，使蛋白质分子相互交联，形成立体网状结构而

凝固。

[0055] 蹲脑使点制后的豆浆形成豆腐脑。

[0056] 蹲脑是为了蛋白凝固的继续，经过一定时间的静置后凝固完成。刚刚点脑的豆浆

所形成的网络是不连续，不均匀的，只有静止一段时间，通过肤链与肤链间及肤链与水分子

间的次级键的调整使网络形成均匀有序的立体结构，蹲脑时不宜震动，因形成的凝胶网络

强度小，易受外力的作用破坏。

[0057] 进一步地，黄豆与水的重量比是1:5。重量比是1:5的黄豆与水可以使黄豆充分吸

收水分。

[0058] 进一步地，所述豆浆的出浆率为1:8。

[0059] 出浆率是指干黄豆与磨成豆浆的比例，出浆率为1:8较为合适，制作出的枸杞果肉

豆腐口感和形状较好。

[0060] 进一步地，所述煮制的方式为蒸汽加热，所述蒸汽加热的时间为12-15min。蒸汽加

热的好处是节能效率高。

[0061] 进一步地，所述用卤水点制煮制后的豆浆中，所述卤水的重量为所述煮制后的豆

浆重量的0.3％。0.3％卤水有助于蛋白质分子充分相互交联，形成立体网状结构而凝固。

[0062]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知，本申请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枸杞果肉豆腐及其制备方法，

枸杞果肉豆腐包括以下原料：黄豆，水，枸杞果肉和卤水。所述制备方法包括预处理枸杞干

果，得到枸杞果肉；预处理黄豆，得到豆腐脑；将所述枸杞果肉与所述豆腐脑混合压榨

30min，得到枸杞果肉豆腐。本申请利用枸杞干果，经过特殊工艺复水保鲜后，果肉具有一定

韧性，通过破壁技术，将枸杞破壁粉碎成絮状果肉添加到豆腐脑中，使枸杞果肉与豆腐凝胶

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有机枸杞果肉豆腐。枸杞果肉豆腐从外表可直观看见枸杞果肉和枸

杞籽，豆腐表面充满枸杞果肉，枸杞豆腐具有豆制品原有的形状，并且具有一定色彩，增添

了枸杞特有的口感和营养，为百姓餐桌提供了新型食材。

[0063]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考虑说明书及实践这里公开的申请后，将容易想到本申请的其

它实施方案。本申请旨在涵盖本申请的任何变型、用途或者适应性变化，这些变型、用途或

者适应性变化遵循本申请的一般性原理并包括本申请未公开的本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

或惯用技术手段。说明书和实施例仅被视为示例性的，本申请的真正范围和精神由下面的

权利要求指出。

[0064] 应当理解的是，本申请并不局限于上面已经描述并在附图中示出的精确结构，并

且可以在不脱离其范围进行各种修改和改变。本申请的范围仅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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